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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敏感資訊交換、聯合行為、競爭法 

 

一、研究緣起 

同業間交換 (exchange)敏感性資訊對產業是否有促進競爭

(pro-competition)效果或會帶來反競爭(anti-competition)效果，在文獻上

屢有爭論。例如，在寡占市場若在某些條件下其資訊交換對事業可能

是有利的，但不能忽略假定可資證實(verifiable)之策略性資訊(例如，

價格、數量等)有可能被誤導情形；又事業間之資訊交換，其資訊包

括：可資驗證之現在或過去資訊(例如，顧客交易資料、成本或需求

條件等)；或涉及未來的行為意圖或可能影響未來意圖之現有資訊(例

如，未來價格、生產、新產品、產能發展)，這些資訊交換有些可以

誘使事業提高效率、有些有導致勾結(collusive)的可能，如何區分非常

關鍵。我國公平會對於敏感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間之關係並無訂定處

理原則或其他行政規則，僅以該行為是否構成公平法第 14 條聯合行

為要件，其要件包括：除需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行為主體(事業或同

業公會)外；在主觀要件包括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其合意

內容須符合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客觀事實，該合意須具有影響市場功

能，限制競爭效果之可責性。而同業間敏感資訊交換可能藉由媒體公

開管道發布信息；也可能採取電子郵件、研討會或聚餐等方式私下交

換。對聯合行為而言，這些證據大都屬於間接證據而鮮有直接證據者，

如何從間接證據的推論去驗證同業間之意思聯絡，為關鍵性之核心。

在國內因敏感性資訊交換，而導致聯合行為之原則禁止或例外許可案

件不多，有些還是國外事業，其發生地點也在國外市場，但其限制競

爭之效果延伸至國內，而影響國內市場競爭。故瞭解歐、美、日等主

要競爭法國家，對於此類案件之法律構成要件、經濟分析及相關案例

解析，對於公平會爾後處理此一類型案件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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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及經過 

(一)Bennett and Collins (2010)將敏感資訊分成三類：1. the good：資訊

分享可以促進競爭或有益於消費者權益維護，大都發生於事業垂

直關係，例如事業對上游供應商或消費者間之資訊交換，非屬同

業間之水平交換，與本研究無涉；2.the bad：資訊分享有害於競

爭或消費者利益維護，此一類型有直接證據證明該分享將導致事

業間之勾結行為，而有聯合行為之適用，很容易判斷不易發生爭

議；3.the ugly：資訊分享是否會侵害目的或效果，有進一步探討

的必要，為本研究之核心。他們的判斷效果或目的侵害的基礎包

括：個別廠商/整合性資訊、利用公開管道/秘密管道、屬於未來/

現在/過去資訊、屬於價格/數量/成本資訊。 

(二)經濟模型分析 

1.從產業結構作為出發點，利用賽局理論及相關法律案例，說明合法

的訊息交換與違法的訊息交換有何不同。接著，再分別以經濟與法

律分析的角度，剖析事業交換訊息行為之誘因及其對市場競爭之影

響，及執法機關如何區分訊息交換的反競爭效果與促進競爭效果。 

2.利用賽局理論、Cournot、Stackelberg和 Kinked demand curve 等經濟

模型分析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的關係。 

(三)法律分析 

歐盟法與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敏感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之關係，

其規定諸多雷同，其中歐盟所定之有關歐盟條約第 101 條水平協議指

導原則在 2011 年的修法時增加資訊交換章節，並做了詳盡的說明並

舉例，受到各界相當的矚目，可謂是對於從競爭法角度該如何檢視資

訊交換提供了最具體的說明。日本法部分，由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中聯

合行為之成立要件與我國公平法十分類似外，日本公平會所制訂之

「有關事業團體活動之獨占禁止法上指針中，有關於事業團體資訊交

換、交流部分的說明與舉例；另外，該會之競爭政策研究中心所公開

之幾則研究報告中也有針對事業之間資訊交流與聯合行為認定間之

議題有所討論。從歐盟與日本的相關指導原則或者研究報告中，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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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事業間或事業團體間交流之資訊那些屬於敏感有限制競爭之虞，

那些屬於無限制競爭效果，甚至有促進產業進步或競爭力之正面資訊，

提供較為具體的認定基準。 

(四)整合分析 

    整合前揭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之分析、經濟模型分析及法律

分析，對於敏感性資訊交換所致之目的或效果侵害各思考方向所屬類

別予以歸類，及提出評估例外許可及前揭目的或效果侵害之評估準則，

與未來長期建議。 

 

三、重要發現 

    公平法第 15 條聯合行為採取原則禁止及例外許可；歐盟條約第

101 條對於聯合行為則討論目的或效果侵害及集體豁免。故事業間資

訊交換與聯合行為關係，除目的或效果侵害外，尚包括例外許可，尤

其 the ugly 部分。 

(一) 目的或效果侵害 

歸納歐盟水平協議指導原則、Bennett and Collins (2010)對於 the 

ugly 資訊屬於目的或效果侵害之分析，及前揭經濟模型分析結果，

對於資訊交換所可能形成之目的或效果侵害，提出具體分類： 

1.資訊交換的管道：公開管道/秘密管道。前者傾向效果侵害，後者傾

向目的侵害。 

2.交換資訊之性質：個別事業/整合性資料。前者傾向目的侵害，後者

傾向效果侵害。 

3.資訊交換的時間遞延：過去/現在/未來。未來意圖及可影響未來意圖

之現有資訊傾向目的侵害，過去歷史資訊傾向效果侵害。 

4.資訊交換的含蓋範圍：參與者市場覆蓋率大/小。前者傾向目的侵害，

後者傾向效果侵害。 

5.資訊交換的效力強度：剛性不得撤銷/柔性隨時調整。前者傾向效果

侵害，後者傾向目的侵害。 

6.資訊交換的內容：策略/非策略資訊。前者傾向目的侵害，後者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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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侵害。 

7.資訊交換的期間與頻率：長期間高頻率/短期間低頻率。前者傾向目

的侵害，後者傾向效果侵害。 

 

(二)例外許可 

利用歐盟水平協議指導原則有關資訊交換正面評價 4 項基準：1.

增進效率；2.不可欠缺性；3.傳遞給消費者；4.不會消除競爭。評估申

請案是否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而作為准駁之依據。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1.目的或效果侵害 

由目的或效果侵害 7 項思考方向，每一思考方向都有 2 項類別，

若以整合分析結果觀之，傾向目的侵害之類別有：秘密管道交換資訊、

個別事業資訊、未來意圖或可影響未來意圖之現有資訊、參與者市場

覆蓋率大、柔性隨時可調整之資訊、策略性資訊及長期間高頻率之資

訊交換；傾向效果侵害之類別有：公開管道交換資訊、整合性資訊、

過去歷史資訊、參與者市場覆蓋率小、剛性不得撤銷資訊、非策略性

資訊及短期間低頻率之資訊交換。若再以出現水平協議指導原則、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有關效果或目的侵害之分析及經濟模型分析

結果之機率及有無案例能清楚確定其歸屬為基礎，則該等類別對目的

或效果侵害的影響力，可以分成二種： 

(1)較高影響力可能之類別(重要影響力)：該等類別能同時出現於水平

協議指導原則、Bennett and Collins (2010)及經濟模型分析結果，亦有

相關案例明確佐證其歸屬者。此等類別包括：資訊交換管道、交換資

訊之性質及資訊交換時間遞延。 

(2)一般影響力之類別：無法同時出現於水平協議指導原則、Bennett 

and Collins (2010)及經濟模型分析結果，亦無相關案例明確佐證其歸

屬或只是案例之效果延伸者。包括：資訊交換含蓋範圍、資訊交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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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強度、資訊交換的內容及資訊交換的期間與頻率。 

    綜合前揭類別屬性分析，針對競爭之影響提出以下評估建議： 

1.若個案之類別屬性都屬目的侵害，再以類別數之多寡及對競爭之可

能影響力作為判斷之基礎，若其光譜越趨近 the bad，越有可能形成勾

結共謀，越有限制競之虞，但並不等於當然違法，仍以個案認定。  

2.若個案之類別屬性都屬效果侵害，再以類別數之多寡及對競爭之可

能影響力作為判斷基礎，若其光譜越趨近 the good，越不可能合致聯

合行為之構成要件，但 不等於當然不違法，仍以個案認定。 

3.若個案同時出現目的侵害與效果侵害之類別屬性，仍以類別數之多

寡及對競爭之可能影響力作為主要考量因素，尤其後者，至於傾向目

的侵害或效果侵害，建議從嚴認定。 

2.例外許可評估準則 

    公平法第 15 條規定，申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共有 8 種類型，只

要該行為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申請主管機關同意，即可

排除聯合行為之適用。另外，歐盟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利用「效率」、「不

可欠缺性」、「傳遞給消費者」及「不會消除競爭」等 4 項原則，來評

估資訊交換所形成之卡特爾行為是否落入歐盟條約 101 條第 3 項而排

除同條第 1 項之適用。故針對該等類型之例外許可，本研究建議以下

準則： 

(1)首先，瞭解申請案是否可落入公平法第 15 條 8 種類型之一。 

(2)其次，參酌歐盟水平協議指導原則評估資訊交換正面效果之 4 項原

則： 

A.該 4 項原則均符合，可認定其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而

予以許可。B.只有 3 項符合，不符合者為「不可欠缺性」，可採取「合

理原則」認定；若為其他項之一，則採取個案從嚴認定。 

C.若有 2 項或以上不符合，則不予許可。 

(二)長期性建議 

    資訊交換所致之聯合行為案例，不論是目的或效果侵害或是例外

許可，均相當缺乏。因此，短期內可以先參酌前述所擬之準則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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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案例充足後，再訂定處理原則或比照歐盟水平協議指導原則於相關

處理原則中，增列「資訊交换」專章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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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包括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預期成果各節，茲分

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敏感」(sensitive)一詞在日常生活中用得非常廣泛，例如：皮膚

敏感、食物敏感......等。故從詞義上，敏感意指對外界事物反映很

快，雖是一絲一毫的變化，也能感受出來，即外部環境因素一刺激立

即有反映。而與聯合行為有關之敏感資訊(sensitive information)，應指

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 14 條所稱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

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區域或其他交易條件等重要交易資訊。同業間

交換(exchange)敏感性資訊對產業是否有促進競爭(pro-competition)效

果或會帶來反競爭(anti-competition)效果，在文獻上屢有爭論，例如，

Ziv(1993)
1探討寡占市場資訊交換問題，指出在某些條件下寡占市場資

訊交換對廠商可能是有利的，但這些文獻忽略了被假定可資證實

(verifiable)之策略性資訊 (例如，價格、數量等 )可能是誤導性

(misleading)資訊，如何克服這些問題才是重點；Vives (2007)
2在探討

資訊交換的經濟與反托拉斯關係後，認為廠商間資訊交換雖在經濟文

獻上引起重大注意，但其資訊交換可能是可資驗證之現在或過去資訊

(例如，顧客交易資料、成本或需求條件等)；也有可能是涉及未來的

行為意圖，例如，未來價格、生產或新產品或產能發展，前述資訊交

換有誘使廠商提高效率或導致勾結(collusive)的可能。而我國公平交易

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對於敏感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間之關係並無訂

                                                      
1
 Amir Ziv, “Information Sharing in Oligopoly: the truth-telling problem,” 24(3)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 455(1993). 
2
 Xavier Vives, “Information Sharing: Economics and Antitrust,” 7(11) IESE Business 

School-university of Navarra, 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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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處理原則或其他行政規則，僅以該行為是否合致公平法第 14 條聯

合行為構成要件，其要件包括：除需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行為主體(事

業或同業公會)外；在主觀要件包括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其合意內容須符合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客觀事實，該合意須具有影響

市場功能，限制競爭效果之可責性。而同業間敏感資訊交換可能採取

藉由媒體公開管道發布信息；也可能採取電子郵件、研討會或聚餐等

方式私下交換。對聯合行為而言，這些證據大都屬於間接證據而鮮有

直接證據者，如何從間接證據的推論去驗證同業間之意思聯絡，各界

屢有討論。 

    我國因敏感性資訊交換，而致聯合行為之案件不多，有些還是國

外事業，其發生地點也在國外市場，但其限制競爭之效果延伸至國內，

而影響國內市場競爭，對於此種案件，公平會是否具有管轄權，屢有

爭論。對此，公平法並無具體規範，僅在公平法第 47 條3列有互惠原

則，但若依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適用本法；同條第 3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

行政法上之義務。準此，只要在我國領域內從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構

成要件之行為，或該違法行為結果之全部或一部發生在我國領域內，

均屬之。換言之，外國事業在國外市場交換敏感資訊而涉有聯合行為

之虞者，其結果之全部或一部影響我國相關市場者，公平會均具有管

轄權。綜合以上，瞭解歐、美、日等主要競爭法國家，對於此類案件

之法律層面、經濟層面及個案之解析，將有助於公平會爾後對類似案

件之處理。 

 

第二節  研究動機 

     

                                                      
3
 未經許可之外國法人或團體，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自訴或提起民事訴訟。

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慣例，中華民國人民或團體得在該國享受同等權利者為限；

其由團體或機構互訂之協議，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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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休曼法(Sherman Act)第 1 條指出，任何限制州際間或與外國

間之貿易或商業契約、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聯合(coalition)或共

謀(conspiracy)，都屬違法4。其主要行為類型包括競爭者所為之價格

僵固(Price-fixing)協議、集體減產或配額制度、集體杯葛行為、分割

市場(產品、銷售區域、客戶等之分配)及圍標行為等。前揭行為之查

證除直接證據，例如：成員間之書信、聯合行為會議紀錄、現場錄音

或錄影帶等，但由於這些證據取得非常困難，近年來美國聯邦交委員

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下稱 FTC)已大幅提高對間接或情況

(circumstantial)證據的推論，例如業者於年會、研討會或其他類似的場

合中進行敏感資訊交換，而被主管機關作為推論業者間有意思連絡的

證據，同時較容易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違法的敏感資訊交換類型，往往

與交換的主體、資訊性質、時效性、開放程度有關。當敏感資訊交換

主體為競爭者，其違法的可能性要高出非競爭者間之交換；且資訊的

敏感程度越高(例如，價格、成本)，或是關於現在及未來，或較無法

由其他管道取得的資訊，也較容易被引為推論的事證5。另外，業者若

於相關會議結束後，集體調整價格或其他非價格競爭條件，或於市場

同時存在有利於意思連絡形成的附加要素(plus factors)，例如高的參進

障礙、同質性高的產品、業者之間有共同的計算公式，或使用類似的

價格預告等促進機制(facilitating mechanisms)，也都有很高的機會被佐

證為意思連絡的存在6。 

     歐盟(European Union，下稱 EU )競爭法不是一部單一法典，而

是由條約、規則、指令、歐洲法院判例、執委會通告或指導原則所組

成，故其對聯合行為之規範主要包括：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下稱 TFEU)第 101 條(原歐體條約

                                                      
4
 休曼法於 1890 年制定，1994 年修訂，休曼法第 1 條編入美國法典 15U.S.C.§1 

(1994)。 
5 陳志民，「美國與歐盟反托拉斯法對國際卡特爾行為之規範」，貿易政策論叢，第

14 期，46 (2010)。 
6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1

st
 Ed., St. Paul, Minn.: West, 171-172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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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 條)、第 102 條(原歐體條約第 82 條)7，以及依據歐盟條約第 101

條新修訂的 3 項指導原則8：歐盟水平協議指導原則(下稱水平協議指

導原則，以下均以此原則為準)(Guideline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共同研發集體豁免規則(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s)與專業化集體豁免

原則(Specialization Block Exemption)，其中以第 1 項水平協議指導原

則新增有關「競爭者間資訊交換」規定之章節，對本研究最為關鍵。 

歐盟對於聯合行為之管制類似美國規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同業之間在持續商業關係下所為之明確敏感資訊交換，亦可作為意思

聯絡之推論。事實上，同業間敏感資訊交換行為是否構成勾結協議，

而涉有聯合行為，取決於資訊類型、具體化程度、時效性與交換頻率；

而歐盟執委會與法院對於敏感資訊交換等間接或情況證據的推論，亦

非常重視交換的便利性及所處之市場結構(例如，參進障礙、產品差

異性及參與競爭人數多寡等)9。因此，Bennett and Collins (2010)
10參酌

歐盟條約第 101 條及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將廠商之間所進行的敏感資

訊交換分成 3 類：the good、the bad 和 the ugly。而這些資訊交換是否

涉及目的(object)或效果(effect)侵害(infringement)，宜考慮交換後之潛

在利益與成本間之抵換(trade-off)關係。其分類如下： 

 

一、The good：當資訊分享(information sharing)可以促進競爭，有益

                                                      
7
 歐盟 27 國領袖於 2007 年 12 月 13 日假葡萄牙里斯本(Lissabon)舉行高峰會議，簽

訂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sabon)，又稱歐盟運作條約，該條約於 2009 年 10 月 2 日

愛爾蘭公投通過後，同年 12 月 1 日正式生效，並採用歐盟(EU)取代歐體(EG)，及

將原歐體條約 81、82 條更改條次為 101 及 102 條。2017 年 6 月 3 日取自：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    
8
 該 3 項指導原則歐盟於 2010 年 12 月 14 日正式公佈，201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017 年 9 月 9 日取自：competitionblog.blogspot.com/2010/12/blog_post_22.html 
9
 前揭註 5，陳志民，52。 

10
 Matthew Bennett and Philip Collins,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6(2)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311-33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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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消費者權益之維護，此一類型資訊分享可以獲得歐盟條約第 101 條

第 3 項之豁免，而無同條第 1 項之違反者，包括： 

(一)對消費者公開資訊而能促進競爭者：廠商所提供的資訊要能協助

消費者作最好的購買選擇與決定，滿足其需求；同時也能促使市場與

消費者間之交易更有效率，並強化消費者信心，使其在廠商間之競爭

關係中擔負更重要角色。 

(二)與供應商分享資訊而能產生更高效率的市場結果與推動(drive)競

爭： 

1.資訊的散播與分享對其他競爭廠商(包括現有及潛在競爭者)而言，能

提高本身的關鍵基準(benchmark)，而促進廠商間之效率與創新。 

2.資訊分享可以協助改善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
11，促使稀有資

源得到最佳分配。 

3.資訊分享能使廠商瞭解市場趨勢與經驗，使供應商更有計畫去配合

供給與需求，提供更符合趨勢之產品。 

4.資訊分享可以降低個別顧客的市場風險。 

5.資訊分享能促使服務最佳化、交易透明化和溝通效率化。 

6.水平資訊分享而有益於合作與效率，且無勾結之虞者。例如，在研

究發展上分享下一代產品技術資訊，促進創新與競爭，使供應商能

設計出更有效率的零組件與終端產品連結。 

 

二、The bad：資訊分享有害於競爭或消費者權益。此一類型之分享

將促進廠商間之勾結效果，損及消費者權益。包括： 

(一)合作理論(coordination theories)之傷害 

資訊散播和分享會促進合作，其主要理由有 3：1.資訊分享協

助廠商達成焦點(價格、數量)合作；2.資訊分享會形成勾結的監督機

制，處罰背離者，使勾結之內部更為穏定；3.資訊分享被用來形成參

                                                      
11

 或稱柏拉圖最適(Pareto Optimality)，意指整個社會達到可能的效率前緣(utility 

possibility efficiency)上的一種平衡。此時，任何人均無法在不減損他人效用的情況

下，增加自己效用。 



6 
 

進障礙，阻礙新進入者進入市場競爭，提升勾結的外部穏定。 

(二)非合作理論之傷害 

Kühn and Vives (1995)
12指出，某些資訊分享之傷害來自單邊

(unilateral)廠商所造成，而非廠商間之勾結結果。例如，市場主導廠

商散佈價格僵固資訊，而導致市場競爭減損(Softening competition)，

損及消費者權益。 

 

三、The ugly：資訊分享有目的或效果侵害之區分，及如何評估資訊

分享落入目的或效果侵害 

    為什麼資訊分享不能全部被禁止，也不能讓廠商自由從事而不受

懲罰？此一問題經濟學者也難於回答，係屬目的或效果害問題。因此，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在文章中提出一個架構來說明，那些型態的

資訊分享大部分應被考慮為目的侵害、那些型態資訊分享大部分應被

考慮為效果侵害、那些型態則不需考慮前述侵害問題。若說這只是一

個經濟或法律上微不足道問題，將無法正確瞭解資訊分享的利益和錯

誤指責它會窒息創新和阻礙市場快速成長；亦即若無法瞭解資訊分享

的成本，也就無法阻止對消費者之傷害。 

    在分類之前，對資訊分享型態值得精確的去思考。我們認為資訊

分享可分成 3 類：(一)資訊分享是惡性卡特爾的一部分，在法律上應

被考慮為惡性卡特爾行為，因此不在 the ugly 階段內考慮(相當於 the 

bad)；(二)資訊分享是寛鬆廣泛協議(wider agreement)的一部分(如標準

化安排)，在法律上應考慮該協議的背景，在此也不必考慮(相當於 the 

good)；(三)既不是惡性卡特爾也不是寛鬆廣泛協議，才是我們所要考

慮的對象。故又將 the ugly 分成 3 種型態：1.大部分可能有反競爭影

響(most likely to have anticompetitive impact)；2.難於分類(difficult to 

classify)；3.少有反競爭影響(least likely to have anticompetitive impact)。

其詳細內容與競爭關係詳如表 1-1： 

                                                      
12

 Kai-Uwe Kühn and Xavier Vives, Information Exchange among Fi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ompetition,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uxembourg, 25-3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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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The ugly 詳細內容與競爭關係 

大部分有反競爭影響       難於分類 少有反競爭影響 

個別廠商、秘密管道、

未來價格或數量資訊 

1.個別廠商、秘密管道、現

有價格或數量資訊 

2.個別廠商、公開管道、未

來價格或數量資訊 

3 個別廠商、公開管道、現

有價格或數量資訊 

經整理、公開管

道、歷史成本資訊 

資料來源：Matthew Bennett and Philip Collins,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6(2)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333(2010). 
 

綜上所述，Bennett and Collins (2010)
13認為，資訊散播或分享對

接受者有得到具體利益之可能，任何的一味禁止，將無法使授受雙方

享有此等利益。但是在競爭者間不管是直接或經由第三者的間接資訊

分享，從促進協議的觀點，對競爭都可能產生風險，若一味允許資訊

分享也會損及消費者權益。為解決此一難題，競爭法主管機關設計出

一套法規及指導原則來區分所分享之資訊何者有反競爭影響、何者無

反競爭影響、何者難於分類。於是，形成表 1-1 之架構。由該架構可

知，利用秘密非公開管道交換個別廠商未來之定價或數量資訊有損及

消費者權益之虞，若無法提供補償利益，歸類為目的侵害尚無疑義；

另外，若廠商之間以公開管道交換經整理之歷史成本資訊，將不可能

損及消費者權益，被歸類為效果侵害或甚至不落入歐盟條約第 101 條

第 1 項範圍，亦無疑義。 

然而，有許多型態的資訊交換很難明確的被歸類，包括：以公開

管道宣佈個別廠商未來定價資料，或以公開或秘密管道宣佈個別廠商

現有定價資料，這些型態的資訊交換，對影響競爭之風險並非無舉足

輕重，同時對消費者也可能產生顯著利益。於是，不同的歸類者都有

理由作不同的歸類。歐盟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已對未來定價意圖(或關係

                                                      
13 前揭註 10，Bennett and Collins,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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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未來定價意圖的現有定價)和其他資訊交換作一區隔，而 Bennett and 

Collins 於 2010 年的文章則採用公開/秘密管道以作為區隔，這裡所謂

「公開管道」係指對所有使用者均無成本。在此種區分下，所有以秘

密管道交換個別廠商定價或數量資料都將被歸類為目的侵害；所有以

公開管道交換個別廠商定價或數量資料將被歸類為效果侵害。 

 

至於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下稱日本公平會)，對於事業非直接以

契約、協議達成聯合行為之「合意」，而是透過資源分享或交換等模

式來得知相互之間的活動訊息，該如何評價此等行為，可否認定為該

當聯合行為要件「合意」之間接證據，顯得非常重要。究竟是同業間

正當之資訊交流抑或欲為達成聯合行為目的之默契或意思聯絡，判斷

的方法與基準為何，非常值得探究。關於此一議題， OECD 

(Organizat 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 ion and Development)

於 2006 年所提出之報告書(Prosecuting Cartels without Direct Evidence 

of Agreement)，對於在無直接證據下如何以間接證據(情況證據)認定

聯合行為有多所探討，以及日本公平會競爭政策研究中心分別於 2007

年14及 2013 年15針對聯合行為之間接或情況證據之研究報告書亦提出

不少理論與案例研究，可供參考。 

以上，美國 FTC、歐盟執委會及日本公平會對於敏感資訊交換與

聯合行為之適法性文獻，除直接證據外，其他屬於間接或情況證據的

推論，以及可能造成目的或效果侵害之資訊類型分類，公平會都可借

鏡，以作為處理類似問題之參考。 

 

 

                                                      
14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 競争政策研究センター，「カルテル・入札談合における

審査の対象・要件事実・状況証拠」，2007 年 7 月。 
15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 競争政策研究センター，「カルテル事件における立証手

法の検討――状況証拠の活用について」，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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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一、目的或效果侵害思考方向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分析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與聯合行為適法性

的關係。訊息交換是常見的事業經營行為，特別是價格預告更是業界

習見的價格調整方式。但由於價格與產量等敏感訊息的交換往往會促

成的市場資訊透明化，而市場資訊透明化又經常對市場競爭產生正負

兩極的影響，市場競爭成也訊息透明化，敗也訊息透明化。資訊透明

化既是競爭市場成立的要件，也是寡占廠商聯合行為(尤其是一致性

行為)所不可或缺之要素。因此，各國競爭機關莫不將其規範視為管

制聯合行為的重要政策。美國 FTC(日本公平會類似)對於敏感資訊交

換與聯合行為適法性判斷，除直接證據外(直接證據取得相當困難)，

大都採取間接或情況證據推論作為判斷基礎，聯合行為成立與否，取

決於資訊類型、具體化程度、時效性、交換頻率、交換的便利性、市

場結構及資訊交換後之結果等因素而定。若敏感資訊交換主體為競爭

者，其違法的可能性要高出非競爭者間之交換；且資訊的敏感程度越

高(例如，價格、成本)，或是關於現在及未來，或較無法由其他管道

取得的資訊，也都較容易被引為聯合行為推論的事證。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
16 參考歐盟條約第 101 條及水平協議指

導原則，將敏感資訊交換依對消費者權益及競爭效果的影響分成 3 類，

第 1 類：資訊分享可以促進競爭或有益於消費者權益維護，大都發生

於事業垂直關係，例如事業對上游供應商或消費者而言，非屬同業間

交換，與本研究無涉；第 2 類：資訊分享有害於競爭或消費者利益維

護，此一類型有直接證據證明該分享將導致事業間之勾結行為，而有

聯合行為之適用，很容易判斷不易發生爭議。關鍵在於第 3 類：資訊

分享是否會侵害目的或效果，他們的判斷基礎包括：個別廠商/整理後

                                                      
16 前揭註 10，Bennett and 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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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公開管道/秘密管道、未來/現在/過去、價格/數量/成本。 

又，2011 年修訂之水平協議指導原則第二節表示，判斷資訊交換

是否反競爭的原則性標準有： 

(一)有關未來價格或數量的個別化資料(individualized data)不可成為

競爭者間資訊的交換，否則原則上是屬反競爭。 

(二)評估資訊交換潛在反競爭效果的考量因素有： 

1.案關市場的特性(是否透明、是否對稱、產品同質性等)； 

2.資訊交換的性質(是否是整體資料、是否是歷史資料、資料之重要性、

交換的頻率等)。 

    歸納前述文獻，針對資訊分享所可能形成之目的或效果侵害，提

出若干思考方向，以供參考：  

(一)資訊交換的管道：公開/秘密管道。 

(二)交換資訊之性質：個別事業/整合性資料。 

(三)資訊交換的時間遞延：過去/現在/未來。 

(四)資訊交換的含蓋範圍：參與者市場覆蓋率大/小。 

(五)資訊交換的效力強度：剛性不得撤銷/柔性隨時調整。 

(六)資訊交換的內容：策略/非策略資訊。 

(七)資訊交換的期間與頻率：長期間高頻率/短期間低頻率。 

 

二、例外許可思考方向 

 

歐盟條約第 101 條第 1 項，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決議與一致

性行為，係足以影響歐盟會員國間交易，且以妨礙、限制或扭曲歐體

共同市場競爭為效果或目的者，與共同市場不相容，應予禁止。包括：

（一）直接或間接決定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二）限制或控制生產、

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三）分配市場或資源供給；（四）對交易相

對人為差別待遇，致其受到競爭上不利益；（五）以交易相對人接受

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附帶義務之性質與商業用途都與該契約

毫無關聯。前述規定對於以合意等方式限制、妨礙或扭曲競爭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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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分為目的或效果之侵害。屬於目的侵害者，只要能夠證明該合意有

限制競爭之目的即足矣；而效果侵害者，或許由合意本身上尚難判斷

有無限制競爭之目的，必須證明該合意有現實或潛在的限制競爭效果

始可17。 

同條第 3 項，有下列情形時，第 1 項規定得被宣告不適用。 即

事業間協議或某種協議類型、或事業團體決議或某種決議類型、或一

致性行為或某種一致性行為類型，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或分配、促

進技術或經濟進步，並確保消費者能享受其利益，而無前述(一)對相

關事業課以非必要之限制；或（二）使相關事業就系爭商品之重要部

分排除競爭等情形者。有關本項排除適用第 1 項之要件規定，歐盟執

委會根據理事規則之授權，可以認定免除適用第 1 項之規定，即所謂

之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包括共同研發集體豁免及專業化集體豁

免。再由水平協議指導原則觀之，符合第 101 條第 3 項下所進行之資

訊交換有幾個判斷基準：(一)增進效率(efficiency gain)；(二)不可欠缺

性(indispensability)；(三)傳遞給消費者(pass-on consumers)；(4)不會消

除競爭(no elimination of competition)。簡言之，若交換的資訊可以促

進效率，並具不可欠缺性，且該效率可以移轉至消費者身上，且不帶

消除競爭之可能性。那麼，所進行的資訊交換應該不會發生限制競爭

的效果；反而有促進競爭的可能性，可以朝向正面的評價。 

我國公平法第 15 條與歐盟條約第 101 條規定有諸多雷同，公平

法第 15 條對聯合行為採取原則禁止外，尚有例外許可。若事業合乎

第 15 條第 1 項所列之 8 項申請類型，而有進行聯合行為之必要時，

需要向公平會申請並經審核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則

不在此限，不得逕自進行之後再主張符合第 15 條所列之事由而阻卻

違法之認定。前揭 8 項例外許可類型包括：統一規格或型式之聯合、

合理化之聯合、專業化聯合、輸出聯合、輸入聯合、不景氣聯合、中

小企業聯合及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

同行為。 

                                                      
17

 Richard Whish and David Bailey, Competition Law, 8
th

 ed, 12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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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交換會同時產生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效果，為眾所週知，如

何判斷該資訊交換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而給予例外許可，

為本節之重點。本研究認為可以參酌水平協議指導原則所列 4 項正面

評價項目評估之，故提供以下 2 點思考方向供參： 

(一)申請例外許可時，公平法第 15 條所列例外許可類型，那一類型

符合？ 

(二)分析申請者是否符合水平協議指導原則所列 4 項正面評價項目，

評估是否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 

 

第四節  預期成果 

 

依循前揭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之預期成果包

括： 

一、在競爭法之規範下，對於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與聯合行為適法性

作出合宜的評價與分析。 

二、參酌歐、美、日等主要競爭法國家之競爭法法制與執法經驗，提

供公平會審查類似案件之借鏡。 

三、依循聯合行為構成要件，及敏感資訊交換後對於經濟效率及市場

限制的影響，參酌前揭主要競爭法國家之法制規定，界定出公平

會審查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與聯合行為關聯案件，應有之執法立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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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經濟分析(一)：訊息交換的本質與型態 

 

本章經濟分析的架構：首先說明訊息交換的本質。其次，以產業

結構為出發點，利用重複賽局理論及相關法律案例，說明合法的訊息

交換與違法的訊息交換有何不同。接著，再分別以經濟與法律分析的

角度，剖析事業交換訊息行為之誘因及其對市場競爭之影響。最後，

針對執法機關如何區分訊息交換的反競爭效果與促進競爭效果，提出

相關建議。 

 

第一節  訊息交換本質：經濟效率與聯合壟斷的雙重特性 

 

一、訊息交換有助於提升經濟效率與整體產業發展 

 

文獻認為訊息交換所建立起的市場資訊透明化，對產業發展的好

處，大致可整理成下列四點：(一)就長期觀點言，訊息交換能夠協助

供需雙方判斷未來市場走向，有助於擬定投資策略與未來發展方向 

(OECD, 2010; Hovenkamp 1999)
 18；(二)就短期觀點言，訊息交換可

協助廠商掌握市場需求的景氣變化，擬定商品生產與原料採購計畫，

以減少存貨成本 (OECD, 2010)
 19；(三)就整個產業發展觀點言，訊息

交換能便利廠商合作提升產品定位，促進專業化與生產合理化，並形

成聚落效果(Porter 1991, Teece 1994)
20；(四)就投資風險管控言，訊息

                                                      
18

 OECD, Information Exchanges Between Competitors under Competition Law. 

DAF/COMP (2010); Hovenkamp, Herbert J.,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Vol. XIII. New York: Wolters Kluwer Legal & 

Regulatory U.S. (1999). 
19

 前揭註 18, OECD。 
20

 Porter, Michael,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Teece, David. “Information Sharing, Innovation and Antitrust.”62(2) Antitrust Law 

Journal, 465-481(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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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有助於解決資訊不對稱問題(特別是在銀行與保險等金融產業)，

以避免逆選擇與道德危機等問題，減少投資人所面臨的金融風險

(Padilla and Pagano, 1999)
21。 

基於以上認知，許多文獻(特別是企業管理領域)均極力強調訊息

交換的重要性。例如：Michael Porter 在《國家競爭力》22一書中曾指

出：訊息分享是提升產業競爭力重要的一環，雖然事業交換價格與產

量等敏感資訊，可能有限制市場競爭的風險；但另方面，卻也有助於

產業競爭力與產業的整體發展，進而嘉惠消費者福利。特別在資訊創

新當道的時代，廠商之間的訊息交換，甚至是相互持股與董事兼充

(interlocking directors)，都是促成產業聚落(industry cluster)效果的主要

工具。Teece (1994)
23也以矽谷為例說明：科技業者間對於商品規格化、

生產技術與配方、產品未來展望、原物料變化趨勢等訊息的交換，有

利於廠商掌握更多、更正確的商機，進而提升生產效率，甚至有助於

產品價格下降。特別是，他認為即使涉及產量與價格等敏感資訊的交

換，也有助於防止產銷失衡、過度投資或投資不足等情事。 

 

二、訊息交換可能不利於市場競爭 

 

    不容諱言，訊息交換同時也具有限制競爭的壟斷效果。原因也同

樣在於：它能促進市場資訊透明化。Stigler (1964)
24早就指出：聯合行

為最大的威脅絕非來自執法機關取締，而是來自參與者暗地增產、秘

密降價等掠奪他人市場的欺騙行為。本質上，卡特爾所認為的欺騙行

為，其實就是：正當的市場競爭行為。因此，Stigler 的理論：聯合行

為最大威脅來自競爭行為，而競爭行為最大威脅來自聯合行為，應該

是自明或顯而易見的命題。 

                                                      
21

 Padilla, A.J. and M. Pagano, “Sharing Default Information as a Borrower Discipline 

Device.” 44(10)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51–1980(1999). 
22

 前揭註 20, Porter。 
23

 前揭註 20, Teece。 
24

 Stigler, G. J., “A Theory of Oligopoly.” 72(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4-61(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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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 Stiger(1964)的說法：只要卡特爾能夠保證市場資訊透明，立

即察覺並懲罰欺騙行為，就能使成員的欺騙利潤低於其誠實減產所能

獲致的壟斷利潤，使欺騙行為無利可圖，確保聯合行為之成立。特別

是寡占市場因廠商數目過少，廠商生產量的任何變化都會影響到競爭

對手利潤。因此，渠等皆深切了解彼此間休戚與共的利害關係，並能

體認自己的利潤不單僅決定於本身產量多寡，更決定於對手產量多寡。

因此，寡占廠商決定產量與價格時，一定會考慮到其決策所引起對手

的可能反應。此時，只要卡特爾行為透過訊息交換，促成市場資訊公

開透明，使得欺騙行為無從遁形，威嚇成員不敢秘密增產，就能保證

短期的欺騙利益一定低於長期壟斷利益，使所有成員恪守減產保價的

君子協定。反之，如果該等訊息交換無法影響廠商生產與定價行為的

獨立性，就不能算是限制競爭的違法行為。 

 

三、訊息交換的雙重特性 

 

    正由於訊息交換的雙重特性，因此，根據 OECD(2010)的研究：

訊息交換由於涉及產業結構與交易習慣等複雜因素，其所形成之資訊

透明化，經常對市場競爭產生正負兩極的影響，市場競爭成也訊息透

明化，敗也訊息透明化。資訊透明化既是競爭市場成立的要件，也是

寡占廠商一致性行為所不可或缺之要素。兩者關係就如同金庸小說裡

面，相生相剋的情花與斷腸草，緊鄰相隨，有情花就有斷腸草。 

由於促進壟斷的訊息交換行為總是披覆著有利於市場效率的外

衣，競爭機關應如何分辨訊息交換的提升效率與限制競爭效果，並在

執法實務上劃清合法與違法的界線，以兼具效率提升與市場競爭、促

進既競爭又合作的產業關係，本研究認為首先必須針對訊息交換的本

質，分析廠商間進行訊息分享的誘因與其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訊息交換與廠商之間的互動兩者息息相關，而兩者關係又會因應

產業結構、市場供需、甚至是總體經濟變化而隨時變化。執法機關如

欲合理評估訊息交換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就必需透過嚴謹的經濟分析，

判斷事業間是否存有聯合合意與違法誘因，方能瞭解訊息交換究係提



16 
 

升經濟效率的合理行為，抑或是限制市場競爭的違法行為？如此，才

能在兼顧交易效率與市場競爭的前提下，提出處理該類案件的處理原

則。 

所幸，由於合法的訊息交換與非法者常因下列特性之不同，而表

現出不同的特徵，執法機關如能充分掌握這些特徵，將有助於分辨合

法與違法之間的界線。本章經濟分析的目的就是透過這些特徵，歸納

出如研究目的所列 7 項不同類型訊息交換的效率與反競爭要素，希望

能提供出若干思考方向供執法機關參考。 

以下，嘗試藉利用重複賽局(Repeated Game)理論25，並參考相關

案例，希望能夠藉由經濟理論與法律案例的結合，審視上開問題的本

質，以加強對訊息交換與聯合行為的瞭解。又由於廠商間關係原本就

是既競爭又合作，當兩者行為交錯進行時，合法與違法間的界線也就

只有一線之隔，更何況就外觀而言，競爭市場的資訊透明化與壟斷市

場的資訊透明化，兩者幾乎完全一致。如欲精確區分合法的訊息交換

與違法的訊息交換，首先就必須認定寡占市場下訊息交換的本質與寡

占廠商交換訊息的經濟誘因是否涉及壟斷市場的意圖。 

 

第二節  資訊交換與產業結構 

 

一、訊息交換主要發生於寡占市場 

 

獨占市場中，廠商僅此一家與聯合行為無涉。而競爭市場家數過

多也不可能進行聯合。因此，就經濟誘因而言，會透過訊息分享，以

促進市場資訊透明化、進行聯合行為唯一的產業結構多數為：寡占。

                                                      
25

 Friedman, J., "A Non-cooperative Equilibrium for Supergames." 38(1)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12(1971); Fudenberg, D., and E. Maskin, “The Folk Theorem in 

Repeated Games with Discounting or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54(3) Econometrica, 

533–554(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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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占市場由於廠商家數實在太少，個別廠商的定價與產量會深深地影

響到其他廠商，因而形成一種休戚與共的利害互動關係。如果自己單

方面漲價，但競爭對手卻未跟漲，使自己成為市場中價格較高者，必

將導致客戶大量流失。或即使自己可能與其他廠商形成漲價與減產共

識，但卻也畏懼對手秘密降價、增產、掠奪自己客戶的欺騙行為。因

此，在沒有充分把握前，任何寡占廠商都不會輕言漲價減產，而是盡

力提升自家產品競爭力，以增加利潤。而此一不信任對手所產生的不

確定感，就是促進市場競爭的動力。 

然而，本研究強調：只要寡占廠商能夠有效地交換價格與產出訊

息，建立起資訊透明化的市場交易環境，即可利用公開明示或私下默

契的方式，取得合意漲價的共識，並有效地遏止欺騙行為。例如：廖

賢洲與楊佳慧(2005)
26就指出：廠商之間可以合意建立起一個事前預告

價格上漲的交易慣例，形成漲價資訊透明化。一旦對手沒有跟著自己

漲價並秘密增產掠奪自己客源，自己就能立即知曉，並馬上將價格調

低，避免流失客源。這非但解除了自己漲價但其他廠商不漲的不確定

感，也克服了漲價廠商所面臨的背叛風險。 

 

二、聯合行為與訊息交換 

  

寡占市場廠商家數太少，廠商可以利用彼此之間「合則兩利，分

見其弊」的相互依賴關係，形成壟斷市場的默契。廠商往往不需要藉

諸公開聯合，只需透過訊息交換，即能進行一致性行為，獲取獨占利

潤。但由於許多訊息交換，例如：R&D、規格化、專業化等訊息交換，

卻是可以提高產業競爭力，甚至是消費者福利。因此，本研究的訊息

交換特別指：價格、產出、產能等可能涉及反托拉斯行為的敏感資訊

的交換。而此一違法機制的形成，其實可以藉由一個囚犯兩難困境

                                                      
26 廖賢洲、楊佳慧，「競爭法對寡占廠商促進行為之規範」，月旦法學雜誌，126 期，

85-10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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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oner’s dilemma)賽局，探討寡占廠商壟斷市場的經濟誘因與犯罪合

意。27 

 

(一)合法的寡占事業行為：非合作的古諾數量競爭 

經濟學通常以非合作的古諾數量競爭(non-cooperative Cournot 

quantity competition)分析寡占市場下的廠商競爭行為。而古諾數量競

爭是指：廠商在不互相勾結的前提下，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產出數量。

因此，廠商在決定產出時，雖然會顧慮到因此所引起對方產出的變化。

但會在合法(沒有合意)的前提下，猜測對方的產出不會因自己產出的

變化而變化。此時，如果所有廠商都做如此猜測，而且這些假設全都

正確，就達到了古諾奈許均衡(Cournot Nash equilibrium，下稱古諾均

衡)。此時，廠商所呈現的行為是：我不會因為你產出的變化而變化

我的產出；你也不會因為我產出的變化而變化你的產出；你知道我不

會因為你產出的變化而變化我的產出；我也知道你也不會因為我產出

的變化而變化你的產出。而促成這些市場行為的基本因素就是：每個

廠商均猜測：對方的產出不會因自己產出的變化而變化，而且這些猜

測完全正確。例如：在全國市場有兩家旅館連鎖事業，甲與乙。雙方

成本結構相同，各有一半市場占有率。如果：1.境內有一個小鎮突然

出現一處觀光景點，而且當旅館價格為 100 元時，每天會有 100 張床

位的市場需求；2.甲已經在該鎮有一個現成旅館，並有 50 張床位。則

在古諾均衡下，乙會考慮到甲已經先進入市場並已有 50 張床的市場

現實，並假設甲不會因為自己的進入而變化其產出，因此，乙會進入

市場並興建 50 張床位的旅館。更重要的是，當乙進入市場後，甲也

不會變動其產出。 

                                                      
27
 獨占僅一家與聯合行為無涉；完全競爭市場只是一個理論概念，現實世界並不存

在；獨占性競爭則是一般守法事業與競爭市場的現實描述，所有事業都僅能賺取正

常利潤。因此，本研究分析係以寡占為中心。以地區性桶裝瓦斯市場為例，如果某

一地理市場，瓦斯行家數夠多，集中度不高，就是獨占性競爭；反之，如果家數少、

集中度高，就是寡占市場，競爭機關宜注意其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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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能夠呈現古諾均衡的前提是：乙雖會考慮到甲，但猜測甲的

產量還是固定在 50 張床位，並不會因為自己產量的增加而增加。反

之，競爭廠商則根本不會考慮對手的反應，只要有 100 位客人，乙就

會興建 100 張床的旅館。當然在現實市場中，寡占廠商因為家數實在

太小，乙不可能不考慮到甲已經有 50 張床的市場現實，因此，多半

會興建 50 張床位的旅館。在經濟分析上，這個例子強調的是：古諾

競爭是一個非合作賽局，雙方的決策過程中沒有任何勾結或合意壟斷

市場的意圖，廠商唯一的考慮只是假設：對方產出不因自己產出的變

化而變化，並因此而獲得寡占利潤。 

本質上，古諾數量競爭所強調的：廠商假設對手產出固定，並自

行調整生產數量，目的只是在反映市場供需變化。因此，可視之為數

量版的平行行為，不存在勾結與違法情事。相對言，價格版的平行行

為也持相同邏輯：廠商只是單純地因應成本上漲而調升價格，並相信

對方也會因應成本上漲而提高價格，也不構成違法要件。反之，如果

雙方合意壟斷市場，並透過公開或私下協議，甚至以搓湯圓的方式由

甲補貼乙的方式(side payment)，讓乙將產能減少到 30 張床，合計僅

提供 80 張床位，並使每張床位價格由 100 元漲到 120 元的壟斷價位，

就構成違法要件。 

(二)聯合行為的條件：囚犯兩難困境賽局的例證說明 

本小節說明只要符合下列兩個條件，寡占廠商必定從事聯合行為：

1.市場資訊公開透明；2.卡特爾有能力懲罰欺騙行為。首先，假設在

一場數量競爭的賽局中，兩個寡占廠商甲與乙，面臨兩個選擇：採取

合作的低產出策略，將產量減少到足以壟斷市場的水準，以獲取壟斷

利潤；或者，採取欺騙的高產出策略，並假設對方不知道自己掠奪他

的客戶，將產出提高到古諾數量競爭下的高產出水準，並獲取欺騙利

潤。簡單言之，廠商只有兩個選擇：將產量定在高產出水準(古諾競

爭下的產出)與低產出水準(聯合壟斷下的產出)。彙整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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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囚犯兩難困境賽局下之獲利表 

 

低產出(合作) 高產出(欺騙) 

低產出(合作) (3, 3) (0, 4) 

高產出(欺騙) (4, 0) (1, 1) 

資料來源：Varian, H.R., Microeconomic Analysis, 3
rd

 Eds., 

262(1992).  

上表所列各組數字組合中，第一(二)個數字代表甲(乙)的利潤，

倘若甲、乙同時採取低產出策略以壟斷市場，則甲乙雙方各獲致一半

的非法的獨占利潤(3, 3)；反之，如果雙方互不合作，採取古諾數量競

爭，則雙方各自獲得合法的寡占利潤 (1, 1)。至於上表左下方之(4, 0) 

則代表甲出賣乙之欺騙行為，亦即當乙為履行減產協定，採取壟斷性

之低產出策略，努力拉抬市場價格。但是，甲卻採取較乙略低之價格，

並秘密增產，將乙之客戶搶走，導致乙沒有利潤，而甲則擁有較原先

履行君子協定下利潤 3 為高之欺騙利潤 4，因而形成甲方採取欺騙行

為之誘因。又由於本表係一對稱的賽局，故右上方之(0, 4)代表廠商乙

出賣廠商甲。 

此一賽局有兩種不同的進行方式：1.單期賽局：僅進行一次，參

與廠商採取類似地攤式的經營策略，雙方只有在今天碰面競爭，但明

天就各分東西；2.重複賽局28：雙方在市場上的競爭重複進行，永不

停止。由於寡占廠商投資規模巨大，不可能在短期內回收成本，必須

採取永續經營的組織型態。因此，重複賽局應較為符合寡占的市場現

實。 

    事實上，上述囚犯困局的情形也可以把它做更細緻且更深入的分

析，而其可能的情形，可進一步地分析如下。 

                                                      
28 就學理言，如果寡占廠商採取「永續經營」的策略 ，即代表該賽局重複進行永

不停止，這也就是所謂的重複賽局。 

廠 
商 乙 廠 商

 
甲 



21 
 

1.囚犯困局之一：寡占的兩廠商之間，進行激烈的「割喉戰」式的價

格競爭。 

    此時，寡占的相互競爭的兩廠商，他們在此一激烈的競爭下，價

格都已被逼到只略高於平均變動成本之上一些，兩家寡占廠商，事實

上都已出現不小的虧損。如表二所示，若兩家寡占廠商再繼續地把價

格的割喉戰進行下去時，則在此一情況下，兩家廠商會出現(-5)的虧

損；而相對地，若兩家廠商合意，不再進行這樣的割喉戰而進行非法

的聯合行為時，則都各會出現(+6)的利益，如此一來，由表 2-2 所示，

這兩家寡占廠商都有可能進行相關的合意，若此，則不法的聯合行為

將極有可能會發生。 

表 2-2  囚犯兩難困境賽局之一：彼此進行「割喉戰」下的獲利表 

廠商甲 

廠商乙 
不進行割喉戰(合作) 進行生死割喉戰 

不進行割喉戰(合作) ( 6 ， 6) (-2 ， -4) 

進行生死割喉戰 ( -4 ，-2) (-5 ， -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囚犯困局之二：寡占的兩廠商之間，進行中等強度的價格競爭。 

如表 2-3 所示，若寡占的兩廠商間進行中等強度的價格競爭，意

即，他們雙方都無意，也自知無此能力把對方擊倒，而將對方的市場

完全地取而代之。此時，雙方彼此都在做一些「有限度」的、「非高

強度」激烈式的競爭。在此情況下，彼此進行中強度價格競爭的結果，

其可能的獲利表如表 2-3，在彼此進行中強度的價格戰之下，雙方的

獲利分別為(+3)，相對地，若雙方進行非法的聯合行為時，則雖有可

能會帶來可能比(+3)更高的利益，但若把被對方比照以「寬恕條款」

的方式出賣，而被重罰之後，則其可能的利益反而會變成(-3)，故在

此一情況下，雙方選擇中強度的(即非割喉式的)價格競爭，就會成為

是個較理想的選擇，如此一來，即使是在囚犯困局的情況下，寡占廠

商非但不會選擇進行非法的聯合與勾結，反而會選擇彼此進行中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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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價格競爭策略。而此情形的出現，它也不違反公平法的。 

表 2-3 囚犯兩難困境賽局之二：彼此進行「中強度式」的價格競爭下

的獲利表 

廠商甲 

廠商乙 
進行中強度的價格戰 

進行聯合(合作、不

戰) 

進行中強度的價格戰 ( 3 ， 3) (4 ， -2) 

進行聯合(合作、不

戰) 
( -2 ，4) (-3 ，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囚犯困局之三：寡占的兩廠商之間，進行低強度式的價格競爭。 

如表 2-4 所示，這是在寡占廠商彼此長時間競爭下，他們終於體

會出，他們實無任何能力去消滅對方，但也無意臣服於對方，為此，

長期對抗之勢已在所難免，因此，就諸如「單打、雙不打」的低強度

式的價格競爭，也是一種可能的競爭型態。具體而言，其可能的競爭

形態，如你在 7 月辦週年慶，我就在 8 月初也辦週年慶，凡此種種，

都是可能的競爭態樣之一。而彼此競爭的寡占廠商間，在此一低強度

價格競爭下，如表 2-4 所示，他們的利潤為(+4)，而若，他們進行非

法的聯合行為的合意時，則萬一被對手出賣、被告、被罰後的利潤反

而降為(-3)。若此，則彼此間，進行低強度式的競爭，反而其情形要

比表 2-3 中的「中強度」價格競爭來得好，故若彼此進行長期性的低

價格競爭，或進行價格以外的其他非價格式的競爭(如贈品、贈獎等)，

這種可能性就會增高，而就公平法來說，它亦沒有違法適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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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囚犯兩難困境賽局之三：彼此進行「低強度」價格競爭下的獲

利表 

           廠商甲 

廠商乙 
進行低強度的價格戰 

進行聯合 

(合作、不戰) 

進行低強度的價格戰 ( 4 ， 4 ) ( 4 ， -3 ) 

進行聯合(合作、不

戰) 
(-3 ， 4 ) (-3 ，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述的說明可知，即使在囚犯困局下，我們不必然就能得到於

寡占競爭下的兩個(囚犯)廠商，他們彼此間一定會去進行違法的聯合

行為的合意。因此，傳統個體經濟理論中的囚犯困境的理論、假設與

結論，都不必然能導出，寡占廠商必然會進行違法的聯合行為的結

論。 

就數學邏輯而言，單期賽局下之奈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將會

是雙方採取高產出的純粹策略(pure strategy)古諾均衡，而使市場競爭

解(1,1)得以出現。換句話說，只要廠商採取「打帶跑」的地攤式經營

策略，市場競爭是可以期待的。原因在於：賽局只進行一次，既然我

倆沒有明天，當然不可能培養出壟斷默契，更不可能會重視未來的長

期壟斷利潤。因此，欺騙是唯一可以採取的策略。反之，重複賽局卻

是一場永不停止的賽局，每個廠商都採取永續經營策略。此時，按照

Friedman (1971)
29的佚名理論：每個廠商會選擇採取觸發策略(trigger 

strategy)決定產出，而且廠商選擇的產量都是往歷史產量的函數。如

果對手在上一期遵守減產協定，自己也會在本期採取減產協定，選擇

低產出的壟斷策略，讓雙方都享有壟斷利潤；反之，如果對手在上一

期採取欺騙策略，秘密增產掠奪自己客戶，則自己會在本期與未來永

遠都採取增產策略，將產出提高到非合作的古諾數量，做為永久的報

                                                      
29

 Friedman, J., "A Non-cooperative Equilibrium for Supergames."38(1)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12(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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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這使得卡特爾得以形成對欺騙行為的懲罰機制。重複賽局的壟斷

意義是表現於：同一產業內的廠商相處時日既久，彼此間的默契自然

容易培養。因此，只要雙方認為合作的未來利潤現值大於欺騙的當前

利潤，壟斷解就會出現。以下借用一些簡單的數學做說明。 

攫取目前短期欺騙利潤的代價是：未來對手永無止境地報復，使

自己失去未來所有的長期壟斷利潤。但由於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

此時，廠商是否遵行壟斷協定不秘密增產掠奪對手客戶將取決於：自

己到底是重視現在確定到手、但比較少的短期欺騙利潤？還是未來、

但較多的長期壟斷利潤？也就是取決於時間偏好率(也就是取決於廠

商是否重視未來)。此時，如果下式成立，壟斷解一定出現。 

  長期壟斷利益的現值 > 短期欺騙利益的現值 (1) 

 

就長期壟斷利益的現值言，如果廠商誠實減產，則對手接著也會誠實

減產，如此一來，整過過程的壟斷利潤就成為： 

3 + 3δ + 3𝛿2 + 3𝛿3 + ⋯ 

= 3(1 + δ + 𝛿2 + 𝛿3 + ⋯ ) 

= 3
1

1 − 𝛿
 

其中，δ 代表折扣率，也就是δ = 1 (1 + 𝑟⁄ )，𝑟為利率。由於未來

確定能得到的鈔票價值一定比不上現在已經到手的鈔票價值。特別是，

人類壽命有限，廠商不可能在有生之年花光未來壟斷的利潤。因此，

未來的利潤價值相對當前者必然較低，因此，必須折現(打折)：離現

在愈久利潤，折扣愈多，現值愈低。 

    就短期欺騙利益的現值言，如果廠商採取欺騙策略，秘密增產，

雖然能在欺騙當期能馬上到手較多的欺騙利潤(4)，但往後卻會受到

對手永遠地報復，未來每期只能得到 1的古諾利潤，此時，欺騙利潤

的現值就成為： 

4 + δ + 𝛿2 + 𝛿3 + ⋯ 

= 4 + 𝛿(1 + δ + 𝛿2 + 𝛿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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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𝛿

1 − 𝛿
 

 

Friedman 認為：只要 

3
1

1 − 𝛿
> 4 +

𝛿

1 − 𝛿
 ；或是 δ >

1

3
        (2) 

 

壟斷解一定成立。這代表只要：折扣率(δ)要大、利率(r)夠低，聯合

合意必定出現30。就式(2)的例子而言，也就是折扣率 δ 要夠大並超

過1 3⁄ ；或是年利率 r 要低於 200%。依此而論，在當前利率甚至連 1%

都不到的情形下，廠商的壟斷合意的誘因不可能不成立。退萬步言，

即使將欺騙利潤由 4 提高 10 倍成為 40，但只要年利率低於 6%，廠商

依然不敢欺騙，壟斷解照樣成立，甚至不需要存任何書面或口頭形式

的協定及溝通，僅彼此間的默契，卡特爾依然能壟斷市場。 

 

(三) 一般化說明：佚名定理 

    以下以佚名理論的公式將前述例證一般化。令𝜋𝑚代表廠商甲及乙

共同採取低產出策略壟斷市場下的利潤，𝜋′代表廠商在第 t 期欺騙對

手秘密增產，採取高產出策略下的欺騙利潤，𝜋𝑐代表欺騙被對手發現

後，渠亦採取高產出策略，以致雙方在市場上須永遠進行數量競爭下

的利潤，δ代表貼現率，則只要 

 

𝜋𝑚

1 − 𝛿
>

1 − 𝛿𝑡

1 − 𝛿
𝜋𝑚 + 𝛿𝑡𝜋′ + 𝛿𝑡+1

𝜋𝑐

1 − 𝛿
      (3) 

廠商將遵守君子協定不會秘密增產，其原因在於等式左邊代表廠

                                                      
30
 利率是當前現金資產所能帶來的未來收益，利率愈高代表當前現金資產的利益愈

大，這意味著目前欺騙所能馬上到手的欺騙利益現值愈值錢。因此，一旦利率高到

某一水準以上時，廠商就只會重視當前的短期利益，從事秘密增產的欺騙行為。反

之，利率較低時，即使欺騙到手的現金資產相對於未來的壟亂利潤也不值錢。因此，

廠商不會從事欺騙行為，而使聯合行為得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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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永遠遵行默契，與對手劃分市場不做競爭，所能得到壟斷利潤的現

值總和，等式右邊則係第 t期之前雙方壟斷市場下利潤的現值總和

（
1−δt

1−δ
πm）、廠商在第 t期違反默契秘密增產所能獲得的欺騙利潤的

現值（δtπ′）、以及 t 期之後欺騙行為被競爭對手查知，對手將永遠採

取高產出策略以為報復下的古諾納許均衡利潤現值總合

（δt+1 πc

1−δ
）。至於式(3)是否成立，則端賴 δ 的大小，如果 δ 夠大使未

來壟斷利潤的現值較高，則廠商自然不會為了獲取 t 期的欺騙利潤，

而失卻未來永續存在的獨占利潤。 

Selten and Stoecker (1986)
31曾利用實驗證實以上理論的正確性。

他們選定實驗對象後，將類似表 2-1 的報酬表發給每一位參與者，實

驗結果顯示：參與者即使彼此沒有任何聯繫或協調，重複賽局的壟斷

解，依然可能達成。而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雙方必須重視未來源

源不絕的壟斷利潤，換句話說，就是雙方必須採取永續經營的策略並

重視長遠的壟斷利益，而非短期的欺騙利益。用經濟學術語而言，就

是雙方有較高的折扣率(δ)或是較低的利率(r)。當然折扣率或利率的

高低是一個主觀的概念，任何人會因為主觀的個人看法或是客觀的環

境，因而對折扣率或利率的高低有不同的標準。同樣地，折扣率或利

率也會因風險、借款期限之不同而有差別。再加上，理論世界與現實

環境更存在相當差異。但是，本研究強調只要廠商採取永續經營的策

略，而且只要稍稍地重視未來利益，壟斷解就能夠出現。這可以下一

節的古代中國與羅馬的司法實例與當時的利率做一說明。 

 

(四)工業社會下的折扣率大到足以支持壟斷解 

觀古鑑今，本小節引用古代制度與案例，說明只要商人採取永續

經營的策略，則現今利率就低到足以讓目前的欺騙增產利潤小於合作

減產利潤，亦即折扣率(𝛿)大到足以支持壟斷解的成立。 

                                                      
31

 Selten R. and R. Stoecker, “End Behavior in Sequences of Finite Prisoner’s Dilemma 

Supergames,” 7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47-70(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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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羅馬與古中國的司法實例與利率 

羅馬人早在公元前 50 年即已制定反壟斷法(Lex Julia de Annona)，

以保護穀物貿易免於商人聯合漲價與減產的威脅。然而羅馬人也發現：

嚴刑峻法不但無法根絕商人的貿易壟斷，且商人壟斷標的更由穀物擴

大到其他食品、衣著等民生必需品(Cowen, 2007)
32。即使西元 301 年

西羅馬皇帝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 Augustus)甚

至頒布命令：聯合壟斷市場者殺無赦，但嚴刑峻罰仍無法遏阻商人的

聯合行為。 

至於中國方面，《孟子》早就就以“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

而網市利”，形容商人的聯合行為的普遍。西元 652 年唐代的《唐律》

更明文規範聯合行為：「負販之徒，共相表裡，參合貴賤，惑亂外人33。

須處罰杖刑八十，計利，准盜論。」並規定：「其贓既准盜科，即合

征還本主(不法所得須返回被害人)。」顯見合意壟斷以減少市場競爭

是經商者基本心態，只要經營者認為：長期的壟斷利益大於短期的欺

騙利益，即使在利率水準遠高於今日的古代經濟，商人只要採取永續

經營的策略，就會從事聯合行為。既然依據前述：利率愈低，愈能滿

足方程式(3)，聯合行為愈能出現。觀古鑑今，在利率遠低於古代的

當前工業社會之下，聯合行為更容易出現。 

2.古代的利率與折扣率 

古代的聯合行為要遠比現今社會更難以成立。原因是古代利率水

準極高(折扣率極低，參見表 2-5)。原因是：(1) 古代無論是資本數量

或是技術進步均不如現代，在規模報酬遞減的前提下，資本邊際生產

力較高，而實質利率又決定於資本邊際生產力。因此，古代利率較高，

連帶使折扣率較低。(2)古代人壽命較短34，即使皇帝與士大夫位居廟

                                                      
32

 Cowen D.V., “Monopoly as a crime in Roman law.” 20(2)Advocates, 38-41(2007). 

Available 

at:http://www.sabar.co.za/law-journals/2007/august/2007-august-vol020-no2-pp38-41.pd

f 
33 販賣相同貨物的商人如事先惡意串通，約定交易價格，損害買方利益。 
34 例如：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對小河墓地出土 130 具人骨的研究，發現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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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之上，享受最好的物質與醫療待遇，但壽命與現代人比較仍低出甚

多。例如：袁祖亮(1994)以《漢書》等 20 部正史中的 5,000 名人物

為樣本，發現除了唐朝以外，其他王朝樣本的壽命很少超過 60 歲。

再加上歷代王朝缺乏法治，常陷入動亂更迭的惡性循環。亂世之下，

短壽的世人自然較為看重目前短期利益，導致古代人看待未來收益的

現值較現代人低出甚多，因而使古代利率(折扣率)較目前高(低)出甚

多。 

表 2-5 中國自唐代以來的民間利率 

期間 朝代 私人貸款年利率 (%) 

7 -10 世紀 唐、宋 72 - 120 

12 世紀 宋 50 - 70 

13 世紀 宋 36 - 60 

14 世紀 明 36 - 60 

15 世紀 明 60 

16 世紀 明 36 

17 世紀後期 清 36-60 

18 世紀 清 24 

19 世紀 清 12 

資料來源：Homer and Sylla (2005)。 

表 2-5 為 Homer and Sylla (2005)
35依據中國歷朝正史中所記載的

利率水準整理而成。該表顯示：中國古代利率極高。例如：唐朝民間

貸款利率就高達 72 -120%之間36。雖然宋代以來利率因為資本累積與

技術進步，開始呈現下降趨勢。而明代中葉以來，當鋪與錢莊等金融

機構普及，也加速了利率下降速度。但即使如此，清代的民間貸款利

                                                                                                                                    
壽 命 約 為 33 歲 ， 與 古 希 腊 與 羅 馬 人 相 差 不 多 。

https://read01.com/0ajR7o.htmlhttps://read01.com/0ajR7o.html 
35

 Homer, Sidney and Richard Sylla, A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s. 4th Eds, New York: 

Wiley Press(2005). 
36 Homer and Sylla (2005)書中甚至提到唐朝有一位叫做馬林芝的士兵，向護國寺方

丈(建英)以每個月 10%的利息借貸現金，該筆借款風險極低，非但有田產作保，甚

至有母親與妹妹背書，顯見古代利率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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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仍高達 12%，而最接近無風險利率的山西票號同業拆款利率也有

9.6%。至於西方世界方面，由於古蘭經與聖經規定借貸之間不得收取

利息，因此，很難在文獻找到古西方文明的利率記載，本計畫只能掌

握到古羅馬政府對利率上限的規定，而該上限雖時有調整，但大致上

均維持於 12%左右的水準。依此推論，即使退萬步以官定的 12%甚至

是 9.6%作為古代的實質利率37推論，古代聯合行為成立的條件(參見方

程式 3)要比現代困難許多。更別提古代刑罰遠較現代為重，古羅馬甚

至可處以死刑，在中國，虛弱之人杖刑根本撐不過 20 下。在如此高

的利率與嚴刑峻罰之下，古代社會聯合行為仍相當普遍，顯見方程式

(3)所列式的聯合要件非常寬鬆。依此而論，當前工業社會非但利率

遠低於古代利率，刑罰更是遠較古代為輕，商人不可能沒有聯合的意

願。因此，以下假設：只要事業採取永續經營的策略，無論古今中外

「壟斷長期利益超過欺騙短期利益」的壟斷條件必定成立。 

3. 小結 

卡特爾只要能夠保證：(1)參與成員手中均握有類似表 2-1 的報酬

表，使市場資訊能夠高度透明，讓所有人都深切瞭解合作或不合作的

利弊及誠實或欺騙的報酬，(2)卡特爾有能力懲罰欺騙行為，讓欺騙的

廠商在未來必須面臨市場競爭，並得到懲罰，壟斷解就會出現。但以

上結論的前提還是在於：廠商必須採取永續經營的策略，且要重視未

來利益。既然寡占廠商多為大型廠商需要大規模投資，必然採取永續

經營策略，而且觀古鑑今，當前工業社會也不可能不重視未來利益。

因此，吾人應有充分把握認定：只要市場資訊高度透明，讓每個卡特

爾成員手中都有表 2-1 所列式的資訊，使得廠商間可以輕易地利用此

一互動關係，發展出所謂的寡占協調，並據以懲罰欺騙行為，則聯合

行為必定成立。以下利用一個兩階段賽局(two-stage game)的例證，說

明此一寡占協調。 

 

                                                      
37

 古人的借貸形式多為實物借貸(例如：糧食借貸)，即使以貨幣形式借貸，也是以

金銀等與物價上漲無關的實體貨幣做為借貸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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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聯合行為成敗關鍵之一在於市場資訊必須高度流通 

本小節強調影響卡特爾成立的因素不在於利率或折扣率的高低，

原因在於方程式(3)的壟斷條件實在太過寬鬆，只要廠商採取永續經營

的策略，商人就一定會合意聯合。因此，真正的關鍵不在於利率高低，

而是在於市場資訊能否流通，使卡特爾能夠保證每位成員手中均握有

表 2-1，使其能夠充分認知寡占協調下的利害關係，俾保證欺騙行為

一定會被察覺、一定會被懲罰。因此，只要市場資訊流通，卡特爾行

為就能成立。這可以馬泰成(2015)
38所舉的一個例證加以說明：在一個

生產同質品、市場資訊透明的產業內，僅有兩家成本結構相同的廠商，

甲與乙。同質品代表兩家產品完全相同，只要甲的產品比乙低 1 元，

乙連一毛錢的生意都做不到。因此，兩家產品價格必定相同，如其中

存在高低差異，價高者必定倒閉，市場上不可能有兩家廠商。其次，

資訊透明化代表只要有一家產品售價改變，另一家會馬上知曉；同理，

當某家產品漲價，漲價者也能立即知曉另一家是否跟進。 

此時，資訊的流通就是保障一致性行為成功的關鍵。甲如欲調漲

售價，雖然必須面臨乙是否跟進的風險。但如果能有一個資訊公開透

明的市場環境，允取甲能夠在漲價後，馬上得知乙有沒有跟漲。一旦

乙沒有跟漲，甲也能立即得知並撤銷漲價。此一資訊的透明不但能化

解甲對於乙是否跟漲的疑慮，也能保證乙會跟進漲價。其原因可以用

一個兩階段賽局說明如次：甲在第一階段先決定是否漲價，乙在第二

階段後決定是否跟漲。由於這個賽局有時間先後順序，因此，必須以

逆向歸納法(backward induction)，顛倒時間順序先由第二階段求解。

就乙而言，如果市場資訊透明，即使乙不跟進漲價，甲也會立刻發現

乙未跟漲，隨即撤銷漲價，使乙無法竊取其市場占有率。此時，乙採

取欺騙行為不跟進漲價，將沒有任何獲利空間。反之，如乙跟進漲價，

則可永遠取得一半的獨占利潤。因此，乙在第二階段，必定跟進漲價。

而在第一階段的甲知道：乙必定會在第二階跟進漲價，因此，也能在

                                                      
38

 馬泰成，「寡占廠商價格預告行為之規範」，東海管理評論，第 17 卷第 1 期，

53-8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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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顧忌的情形下，採取漲價策略，將價格調高到壟斷水準。值得關

注的是，此種一致性行為不需要透過任何公開會議、書面協定，甚至

是口頭協議，所恃者僅係市場價格資訊的極度流通。因此，寡占協調

成敗的關鍵就是：市場資訊能否高度流通，使寡占廠商均能深切瞭解

彼此之間「合則兩利，分見其弊」的相互依存關係，並透過利潤極大

化的追求過程，達成壟斷市場的默契，也就是所謂的寡占協調39。 

 

第三節  經濟分析與法律規範間之契合 

 

經濟分析著重實存(sein)，強調對於聯合行為本質的研究，但對

於規範論述則較少著墨。此時，以抽象理論模型所推導出之想像邏輯，

自然無法做為訴訟過程中的直接證據。反之，法律分析強調當為

(sollen)，著重於法律執行與聯合行為的取締，但對於訊息分享是否提

升效率或限制競爭則無法分辨，容易產生誤判風險。針對此一尚待磨

合之處，以下分別透過經濟的實存分析與法律的當為分析，分析訊息

交換的經濟本質與應有的法律規範。 

 

一、經濟學的實存分析 

(一)在資訊高度透明的經營環境下，壟斷解一定出現 

競爭法機關必須有事業共謀聯合壟斷市場的合意與具體行為，方

能證明聯合行為存在。但是，經濟分析的重點卻不在於偵察當事人合

意或具體行為的證據，而在是於分析訊息分享的本質及其與聯合行為

間之關聯。 

純就經濟理論而言，只要資訊能夠高度透明，壟斷解就一定出現。

原因在於：寡占廠商數目實在太少，任何廠商生產量的變化都會影響

                                                      
39 但是，即使是僅有部分訊息可以流通，而且重複賽局的時間夠長，則依據 Porter 

(1983) 及 Green and Porter (1984) 默契性聯合行為還是可以達成的。參見 Porter, R. 

H., “Optimal Cartel Trigger Price Strategies.” 29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313-38(1983). Green, E. J. and R. H. Porter, “Non-cooperative Collusion under 

Imperfect Price Information.” 52(1) Econometrica, 87-100(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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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競爭對手利潤。因此，廠商都深切地了解：自己利潤不單決定於本

身產量多寡，更決定於對手產量多寡。因此，寡占廠商決定產量與價

格時，一定會考慮到其決策所引起對手的可能反應。此時，依據前述，

只要卡特爾透過訊息交換導致市場資訊公開透明，使得欺騙行為無所

遁形並受到懲罰，則此一互動關係必然能夠保證廠商不敢欺騙增產，

而使壟斷解得以出現。 

 

(二)不須刻意區分公開明示的卡特爾與秘密默契的卡特爾 

既然只要廠商採取永續經營的策略，則在資訊公開透明的市場環

境下，聯合行為一定會發生。因此，經濟分析可以迴避聯合合意的證

明問題，亦不需特意區分公開聯合或默契聯合(一致性行為)。Kühn 

and Vives (1994)、馬泰成與洪德昌(2001)
40等文獻均指出：雖然公開的

卡特爾可以利用聯合發貨中心統一供貨、由第三者派員駐各廠監督減

產、要求各廠繳交保證金等方式，解決欺騙行為，使聯合行為得以順

利推展。但是，只要市場資訊透明使廠商欺騙無所遁形，即使廠商間

沒有任何公開協商甚至私下合意，只要藉著彼此之間利害關係所形成

之寡占協調，能夠在決定價格時考慮競爭對手的反映，則卡特爾就能

避免市場競爭或欺騙行為，並達成與公開聯合相同的壟斷結果。 

    總之，“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Stigler (1964)
41 早

就指出：聯合行為最大的威脅絕非來自政府的反托拉斯執法。商人為

求壟斷市場連羅馬人的殺頭、唐朝人的 80 大板都不怕，自然無懼於

政府的取締。因此，聯合行為成敗最大的關鍵還是在於：卡特爾能否

約束成員暗地增產與秘密降價等掠奪他人市場的欺騙行為。但只要卡

特爾能夠保證市場資訊透明，立即察覺欺騙行為，就能保證所有廠商

「目前短期」的欺騙利潤低於其誠實減產履行默契在「未來長期」所

能獲致的壟斷利潤，使欺騙無利可圖，確保聯合行為之成立。而競爭

                                                      
40

 Kühn K. and X. Vives, Information exchanges among fi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ompetition. Institut d'Anàlisi Econòmica (CSIC)(1994)；馬泰成、洪德昌，「廠商聯合

行為被判違法之因數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9 卷第 2 期，37-76(2001)。 
41
 Stigler, G. J., “A theory of oligopoly,”72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4-61(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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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執法對聯合行為「唯一確定」的影響只是：迫使卡特爾化明為暗，

將公開聯合轉化成為一致性行為。 

值得留意的是，資訊透明化所形成的壟斷價格或是寡占協調，充

其量只是非合作的勾結(non-cooperative collusion)，即使它與公開卡特

爾對市場競爭的傷害相同，但也不能視為是違法的聯合行為。原因在

於：廠商並未採取任何具體的措施，促使資訊透明化。因此，最多只

能說：寡占協調是廠商間的彼此心靈相通(meeting of mind)，並不約而

同地對價格或產出做出相同的判斷。就司法實務言，只有事業間透過

水平合意採取具體的共同措施，以創造一個資訊透明化環境，使合意

能夠有效遂行的行為，才是競爭法所能規範的聯合行為。易言之，非

法的一致性行為必須以事業的具體措施為前提。原因是：寡占市場資

訊透明化並非一蹴可得。產業實務上，市場資訊透明化只會出現在競

爭市場。反之，寡占市場因廠商數目過少，根本不可能擁有透明化的

交易環境。更重要的是，競爭市場的訊息透明是競爭的自然結果，而

寡占市場的透明卻是人為的運作結果。謹以法學觀點切入，詳細說明

如次： 

 

二、法律學的當為分析 

 

(一)現實的寡占市場很難有透明化的交易環境 

理論上，雖然市場資訊流通能夠保障聯合行為成立。但卡特爾在

現實的市場環境，卻需面臨種種資訊不完性問題，很難能找出前述如

此資訊透明化的銷售環境，而資訊透明化的市場也多為競爭市場，例

如：士林夜市的蚵仔煎、便利店的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 …。更重要

的是，許多寡占廠商的產品屬於規格龐雜、功能不一的異質品，卡特

爾不可能為各種品牌產品定出一個指標性的價格，作為透明化標的，

以判定參加者是否遵行君子協定，有無降價掠奪市場。又即使是生產

同質產品市場也會因為交易方式與習慣不一，導致市場資訊不完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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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寡占市場，競爭型態除了價格競爭之外，還有各種不同形式

的非價格競爭(付款條件、客戶賒帳期限、倉儲與運費的分攤或其他

相關服務的多寡)，而使得各個廠商產品的真實價格極難加以比較，

市場資訊根本不可能透明，各個廠商也不可能取得類似表2-1的獲利，

更無從得知誠實或欺騙的長期與短期利益，這使得一致性行為根本無

法成立。以下謹以同質產品市場為例說明之42。 

 

(二)競爭市場的訊息透明是競爭的自然結果/寡占市場的透明是人為

運作的結果 

在銷售同質產品的競爭市場，價格資訊透明往往是競爭過程下的

自然結果。由於競爭市場沒有超額利潤，理論上，各廠價格必定等於

成本43。例如：可口可樂(Coke)與百事可樂(Pepsi)在三大超商的價格

必定相同，Coke 即使僅較 Pepsi 高出一塊錢，但也會連一瓶都賣不掉；

反之，要是較 Pepsi 便宜一塊錢，整個市場都是 Coke 的。因此，存活

在市場內的 Coke 與 Pepsi 價格一定相同，並都等於邊際成本或平均成

本。廠商即使沒有刻意採取任何措施，促進市場價格透明化，但價格

資訊仍然能透明化，因為市場競爭的結果，使得大家價格都一樣。 

反之，在壟斷市場內，由於廠商都會享有壟斷或超額利潤，因此，

在競爭價格與壟斷價格間的任何價格，都有可能是壟斷解(OECD, 

2001)
 44。更重要的是，由於任何介於競爭價格與壟斷價格之間的價格

都可能是廠商的定價，每一廠商不可能恰巧猜到競爭對手理想的壟斷

價格，卡特爾如果不藉由人為的訊息交換，根本不可能協調出大家都

能接受的壟斷價格，遑論價格資訊透明化。 

既然卡特爾成敗關鍵在於資訊透明化的程度是否能高到讓欺騙

無所遁形，資訊透明反而有助於價格與壟斷利潤的增加。市場資訊愈

透明，能使壟斷價格與利潤愈高。因此，競爭與壟斷兩者市場透明最

                                                      
42 如果連同質品市場都無法達到資訊透明化，異質品市場就更不可能了！ 
43 超額利潤指收入減去會計成本加上正常利潤，廠商應得的正常利潤已含入成本。

因此，最好的超額利潤就是零。 
44

 OECD, Price transparency, DAFFE/CLP22,13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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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異是：競爭市場的訊息透明是市場競爭的自然結果；反之。壟

斷市場的透明則是人為運作的結果。 

 

第四節 判別反競爭效果與促進競爭效果之資訊交換 

 

一、資訊交換的型態 

 

由於寡占市場先天不具資訊透明化的環境，卡特爾必須透過人為

的訊息交換，形成透明化的交易環境，才能確保聯合行為成立。但訊

息交換種類實在太多，雖然有些能便利一致性行為的形成，但有些卻

有助於交易效率的提升，甚至是競爭市場成立的先決條件。此時，利

用經濟分析的邏輯，針對訊息交換的外觀，初步提供一個判定分類，

應能幫助執法機關釐清不同類型訊息交換的效率與反競爭要素，以減

少執法誤判的風險。就外觀型態而言，訊息交換大致分成三種不同型

態： 

 

(一)直接交換訊息：廠商透過公會或聯誼活動甚至在政府的協調輔導

下，採用公開並允許各界參與的方式，直接交換彼此資訊，是最普遍

的訊息交換方式。OECD (2010)
45評估各國競爭機關提供之意見與案例，

認為這種形式的交換訊息，多屬交換對整體產業發展與投資環境的公

共資訊，非但有助於公共利益，也很少涉及反競爭效果。但此一樂觀

結果必須以公開交換為前提，一旦廠商秘密地直接交換訊息，反而會

對市場競爭傷害最大，且其合議共謀壟斷的可能性將遠高於秘密地間

接交換訊息、公開地直接交換訊息、公開地間接交換。 

 

                                                      
45

 OECD, Information Exchanges Between Competitors under Competition Law, 

DAF/COMP, 3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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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第三者進行間接訊息交換：多屬透過公開獨立的研究機構或

公會進行，由個別廠商提供資訊由第三者彙整成為整體資訊，並公開

發布，以交換整個產業的產能、技術、產出與未來展望等資訊，非但

有其效率意義，也很少有限制競爭的顧慮。但值得留意的是，也有少

部分則是垂直型態的訊息交換，亦即廠商透過共同的上游製造商或供

應商，交換價格訊息(hub-and-spoke effect, 亦即所謂的軸輻路網效果)。

雖然表面上，該種訊息交換係以垂直方式進行，但其影響效果涉及水

平層面。故有形成聯合行為的可能性，特別是透過供應商秘密地交換

訊息。 

 

(三)迂迴(或單方面)交換訊息：本類型訊息交換行為是本研究的主要

研究對象(特別是單方面的預告價格上漲)。在該等架構下，廠商既沒

有直接、也沒有間接透過第三者交換資訊，而是迂迴地透過隱藏在交

易內的正式合約或是非正式慣例，甚至是單方面地交換彼此訊息。論

者或謂：既曰單方面，何來交換情事？理論上，聯合行為或交換資訊

應該是多方面(或至少是雙方面)，但就法律上的多方或雙方意思聯絡

而言，只要事業是明知且有意識地採取具有共同目的的市場行為者，

即列入交換訊息範疇。此時，即使單方面公布自己資訊，例如：事前

發布自己的漲價訊息，並以之做為提議方式，將自己計畫採行之漲價

策略告知競爭對手，並期待他人能夠遵照卡特爾默契而為行為。更重

要的是，該提議亦為對方跟進接受，進而影響到對方經營行為，就不

是單方面建議，而是具有合意的訊息交換行為。 

 

    以上論點可借用 Posner (1968)
46理論作一說明：他認為構成合意

的證據並不以卡特爾參與者共同擬定聯合計畫為必要。基此，Posner

提出了一個經典的例子支持該見解：A 君遺失愛犬，在街上到處貼廣

告謂：「善心人士若能尋還愛犬，當以 100 元致謝。」 B 君撿拾並歸

                                                      
46

 Posner, R., “Oligopoly and the Antitrust Laws: a Suggested Approach.” 21Standard 

Law Review , 1562-1606(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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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其愛犬並取得 100 元酬金，即使 A、B 事先並未言明該契約關係，

但也構成合意要件。因此，就聯合行為之認定而言，事業是否共同參

與交換訊息、或是單方面提供訊息，並不構成顯著差異。Posner 因而

認為執法機關不宜刻意區分所有廠商均提供訊息或是只有單一廠商

提供訊息。此外，歐盟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在 Cimenteries CBR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案47的判決書中進一步指出；即使事業僅是被

動地接受競爭對手所提供的市場訊息、沒有主動公布自己產銷訊息、

沒有參加相關會議，但只要事業對競爭對手提出的訊息(例如：預告

價格上漲)並未提出反對，且該項訊息事實上也影響到該事業的定價

行為，即已構成壟斷市場的合意。值得再強調的是，就證據力而言，

歐洲法院 EUCJ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在 Imperial 

Chemical 案48的見解：一致性行為必需以參與者有共同的意圖(common 

intention)採取訊息交換為前提。因此，執法機關不但需要證明 A 提供

自己資訊給 B，還要證明該資訊確實影響到 B 的行為，並為對方所跟

進接受49。 

    相同的行為也發生於 2005 年我國的中油與台塑兩公司 20 次同步

調整國內汽油價格案，公平會發現兩家公司共同的調價模式為：發動

調價者，單方面地透過媒體預告漲價資訊，目的在於偵測競爭對手反

應。如果對手第一時間快速跟進，則按照預定計畫漲價；反之，則修

正或撤回原調價資訊。公平會因而認為：「倘在主觀上有意識採行特

定行為，並可『期待』他事業亦採行相同之共識行為，且在客觀上已

導致外觀之一致性者，屬聯合行為態樣之一，而應予以禁止。」雖然

就字面意義與行為外表觀察：單方面地預告價格上漲很難證明事業間

有壟斷市場的合意，亦即如果有合意，對手何不直接跟進就好了，根

本沒有試探甚至撤回之必要。論者因此或謂：中油與台塑的行為最多

只是單方面的建議，期待對方能配合自己漲價，或僅是事先將自己的

                                                      
47

 T-25/95 Cimenteries CBR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48

 T-48/69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v Commission 
49

 Case 1032/1/1/04 , Apex Asphalt and Paving co Limited v Office of Fair Trading 

[2005] CAT 4, paras 17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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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價意圖告知對手，希望對手能夠配合。然而就共謀壟斷市場的合意

而言，本研究則支持公平會見解，認為在證明合意行為時，依公平法

(舊法)第 14 條第 2 項之文義：「… 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

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按照前述

邏輯推理，合意之構成其實只需有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意圖即已

足夠，既不須比照刑法上共謀、共同犯意聯絡等實體事項，亦不須適

用同等嚴格之證明程序。此外，就國際執法趨勢而言，英國公平交易

局(CMA)在處理 RBS 與 Barclays 銀行間的一致性行為案中，也認為：

儘管該案係RBS單方面提供訊息給Barclays作為手續費的定價參考。

但因 RBS 深知該價格訊息一定會被 Barclays 接受，做為調價的依據，

因此，該訊息提供的目的就是為促進一致性行為，以限制市場競爭，

並對 RBS 課以 2,850 萬英鎊罰款。 

     有趣的是，Bennett and Collins (2010) 進一步指出：即使雙方既

無相互訊息交換，也無單方面提供訊息，而是各自透過第三者提出訊

息，也可能會對競爭產生限制效果。例如：他們認為在特定條件之下，

如果所有的代理商均透過製造商交換漲價訊息(軸輻路網效果)，最終

會促使所有代理商同時調漲產品價格。他們並引用英國上訴法庭在

Hasbro 案與 Replica Kit 案50的見解，說明代理商 A 將預定的漲價計畫

提供給製造商，並確信製造商(具公信力的第三者)會將漲價訊息傳達

給代理商 B，且確信代理商 B在決定價格時受其漲價計劃影響。而且

事實上，漲價計畫經過製造商的認證與傳達下，也的確促成代理商 B

的跟漲。因此，Bennett and Collins 認為該等訊息交換仍然構成合意要

件。 

    此外，訊息分享也可能是迂迴的，事業既沒有直接也沒有間接透

過第三者交換資訊，而是迂迴地透過隱藏在正式交易契約或非正式慣

例，提供並取得對手的價格資訊。例如：市場常見廠商與客戶簽訂的

最低價條款(meeting competition clause)：保證給予客戶最低價格，只

                                                      
50

 Case CP/0480–01 Agreements between Hasbro UK Ltd, Argos Ltd and Littlewoods 

Ltd Fixing the Price of Hasbro Toys and Games; Case CP/0871/01 Price-Fixing of 

Replica Football Ki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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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客戶能在其他家競爭對手取得更低價格，則願意立即配合降價，甚

至補償雙倍差額。該條款目的就是在於透過消費者的詢價，立即取得

競爭對手價格，以保證市場資訊透明化。此時，一旦對手秘密降價掠

奪自己客戶，就能立刻得知，採取報復措施。特別是，在許多原物料

或機器設備的上游市場，由於下遊客戶不多，因此，廠商很難偵測競

爭對手的欺騙行為，必須透過最低價條款的機制，透過客戶迂迴地取

得競爭對手的價格資訊，如果競爭對手果真違反君子協定秘密降價，

則在最低價條款的設計下，卡特爾必將得知欺騙行為，而能收嚇阻之

效。此時，如果產業內所有廠商不約而同地都與客戶簽訂最低價條款

的買賣契約，一即可達到價格資訊透明化的目的，二則保證所有廠商

的產品售價均相同。 

   

二、合法與違法的界線 

 

    由於經濟分析假設：只要市場資訊透明，聯合行為一定發生。因

此，經濟分析無法用以區分公開聯合、默契聯合（一致性行為）、平

行行為三者之異同。執法機關很難單憑經濟分析，在事前建立一套明

確的認定標準，在事後提出客觀證據，在法庭上用於判定聯合行為。

因此，在規範聯合行為的當為議題上，單靠經濟分析就顯得力有所未

逮，必須同時考慮現實的法律層面，找出足以證明聯合行為的具體證

據。 

    所幸，由於寡占市場內資訊不可能全然透明，因此，廠商甲調漲

產品價格後，不可能「立即」知道乙是否跟進，中間必然存在時間落

差。此時，甲如欲提高提高售價，就必須面對乙可能利用時間落差，

不跟進漲價以掠奪其客戶的風險，因而對漲價策略有所遲疑。更重要

的是，因為介於競爭價格與壟斷價格之間的任何價格都可能是卡特爾

的定價，如不藉由人為的訊息交換，反覆測試對方漲價底線；否則，

很難達到漲價協議。更何況乙也可能利用繁複的產品規格、寬厚的付

款條件與優惠的倉儲運費等方式，紊亂市場價格資訊，即使表面上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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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調漲牌價，但實際交易價格的漲幅卻較甲低，以掠奪甲的客戶，亦

會形成甲漲價的顧忌(Posner, 1968)
51。 

    此時，卡特爾如欲順利建立壟斷市場之合意，勢須借重人為的具

體措施，俾便利內部成員得以交換彼此訊息，以建立起透明化的市場

訊息環境，避免欺騙行為破壞漲價合意。而這些具體行為或措施就是

美國法上所謂的促進行為 (facilitating practices)。更重要的是，這些具

體措施雖然與聯合行為沒有直接關聯，但卻是建立起資訊透明化與促

進寡占協調的重要因素。依據 Kovacic (1993)
52的整理：這些用於促進

一致性行為的訊息交換(便利機制)必須包括下列條件，方能在市場外

觀呈現平行行為的情況下，讓競爭機關能在司法訴訟上證明聯合行為：

(一)市場不具備平行行為條件；(二)沒有市場因素(例如：所有廠商

成本同時上漲、通貨膨脹、匯率波動)可以促成平行行為，但市場價

格外觀卻呈現平行行為；(三)具體事證顯示：事業直接、間接、甚至

單方面地交換市場訊息，對各該事業的定價與生產行為造成具體影響；

(四)在正常情況下，事業間的訊息交換會違反其商業利益；亦即如果

市場不存在勾結，事業各自按照自己商業利益決定產出與價格，則訊

息交換行為根本不會出現53。 

 

 最後，Posner (1968)
54以實務操作的觀點提出：可做為競爭法主

管機關證明聯合行為的間接證據，必須是能夠促進資訊透明的具體措

施或行為。就以 Theatre Enterprises 案55為例說明：寡占市場不可能存

在價格資訊百分百透明化的銷售環境，卡特爾如欲獲取獨占利潤，就

                                                      
51

 前揭註 45，1562-1606。 
52

 Kovacic, William. “The Identification and Proof of Horizontal Agreements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 38Antitrust Bulletin, 5-82(1993). 
53

 由於訊息交換會產生交易成本，因此，Novshek and Sonnenschein (1982)認為：純

就商業利益而言，廠商沒有任何誘因從事市場情報的交換，也只有一致性行為才能

解釋訊息交換。詳見 Novshek, W. and H. Sonnenschein, “Fulfilled Expectations, 

Cournot Duopoly with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Release.” 13(1)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214-218(1982). 
54 前揭註 45。 
55

 Theatre Enterprises, Inc. v. Paramount Film Distrib. Co., 346 U.S. 537(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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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面臨許多訊息不完全的問題。因此，他認為：寡占事業如欲藉著

資訊透明化達成聯合壟斷市場之合意，就必須借重人為協調，建立起

某種市場機制(例如：預告價格調漲、最惠客戶待遇條款)，俾便利卡

特爾成員得以交換市場訊息，以建立資訊透明化的市場環境。反之，

如果事業沒有採取任何行為促進市場訊息流通，市場資訊的透明化完

全源自市場本身特有的交易環境，例如：便利商店的可口可樂與百事

可樂都是以並列(side by side)的方式銷售。此時，寡占廠商利用此種透

明化的資訊環境，透過前述兩階段賽局的默契，將交易價格漲到壟斷

水準，也只能視為合法的平行行為56。廖賢洲與楊佳慧(2005)
57進一步

指出：平行行為或寡占協調之所以不能構成違法要件的原因，來自平

行行為之下，廠商既無約束彼此活動的水平協議，也無採取實際行動

促進聯合行為。因此，最多只能說是廠商間的彼此心靈相通，並不約

而同地對價格或產出做出相同的判斷。競爭機關即使有意介入管制，

但也不可能設計出可行的矯正措施，最多也只能從結合管制方面著手，

由結構面進行消極的產業結構管制，避免規模過大的廠商結合形成高

度壟斷的寡占產業。 

總之，無論是平行行為或是一致性行為，兩者均有事業間相互依

存關係所導致之合意存在，只是前者僅具備事業合意減少市場競爭之

「目的要素」。但後者則除目的要素外，當事人尚採取具體措施(或便

利機制)，以創造一個資訊透明化環境，使合意能夠有效遂行之「行

為要素」。具體而言，此一便利機制就是有助於偵測欺騙、懲罰欺騙，

以促成寡占協調的具體行為。而本研究所探討的訊息交換則是其中最

重要的一種便利機制。司法實務上，歐盟與德國等歐陸法系執法原則

亦明確指出：此等便利機制必須具有「實際聯繫」的行為要素，始能

                                                      
56 但是，真正的可樂市場卻並沒有資訊透明的銷售環境，消費者在超商看到的罐裝

可樂價格也不是可樂主力產品的價格。按可樂的銷售管道包括批發商 (bottlers)、

投幣販賣機、大型餐廳及連鎖超市等不同體系，產品多以氣體與糖水的型態出售，

規格與容量甚為複雜，罐裝可樂僅占銷售非常小的比重。因此，可樂價格資訊絕非

單一化與容易取得。更何況飲料市場內可樂的替代品甚多，市場競爭激烈，可樂廠

商(至少在台灣)很難能擁有市場力量。 
57

 前揭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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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當事人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 81 條(現為 101 條)之規定。例如：

歐洲法院曾針對歐洲糖業案指出：「一致性行為係事業間為迴避彼此

競爭，對於價格及產出間之一種協調模式，雖未及於任何口頭或書面

之協議，但事業間已有意地建立默契上之合作關係，以避免競爭所帶

來之經營風險」(何之邁，1993)58。依此觀之，訊息交換確實可以視

之為是：卡特爾為壟斷市場所採取的實際聯繫或是具體措施。 

由於執法機關很難取得合意的證據，因此，聯合行為(特別是一

致性行為)是一種無法證明的初級行為(primary behavior)；但訊息交換

卻是可以證明的次級行為（secondary behavior），亦即它們是：（一）

可觀察到的具體市場行為；（二）在法庭上可用以證明一致性行為存

在的間接證據。因此，兩者存在本質上的差異：核心的聯合行為一定

限制市場競爭，但很難取得證據；反之，訊息交換容易取得相關事證，

但卻很難判定該行為到底是限制競爭？或是有助於經濟效率？由於

聯合行為必須以交換訊息為前提，而後者又是可以觀察到的廠商行為。

因此，司法實務上，競爭機關就應將執法重點由對聯合行為的監督轉

向對訊息交換的規範，從根本杜絕廠商執行聯合行為的發生。此時，

如何界定訊息交換合法與違法界線，按照 Hay（2000）59的觀點：似

乎可以從訊息交換在合法的平行行為與違法的一致性行為之間的角

色差異，做為出發點，以說明訊息交換所可能涉及之違法事項。例如：

他指出：美國法院在 Ethyl
60，Airline Traffic Publishing

61、Matsushita
62

與 Petroleum Products
63等一致性行為案例均強調：一致性行為與價格

平行行為存在本質上的不同。事業價格同時、同幅上漲的平行行為係

                                                      
58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專論，三民書局，臺北，122(1993)。 
59

 Hay, G., “The Meaning of Agreements under the Sherman Act: Thoughts form the 

Facilitating Practices Experiences”, 16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13-129(2000). 
60

 E. I. DuPont de Nemours & Co. v. FTC, 729 F. 2d 128(1984)。 
61

 United States v. Airline Traffic Publishing Co., 836 F.Supp. 9 (D.D.C. 1993)；United 

States v. Airline Traffic Publishing Co., 1994-2 Trade Cases 70,687 (D.D.C. 1994)。 
62

 Matsushita Co. et al. v. Zenith Radio Co. et al., 475 U.S. 596 106 S.Ct. 1361(1986)。 
63

 In Re Coordinated Pretrial Proceedings in Petroleum Products Antirust Litigation 906 

F.2d 432 (9
th

 Ci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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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因於市場資訊透明，但事業並未有意地採取具體措施，達到訊息透

明，以消除市場競爭；反之，一致性行為則係事業已有意地採取具體

措施，藉由訊息交換促成資訊透明，合意共謀防堵欺騙行為，以鞏固

聯合行為。更重要的是，該等措施已造成市場競爭的減損或消失。反

之，如果訊息交換並未造成市場競爭減損，其即不應被視為一致性行

為，而有違反修曼法第一條之處。例如：美國上訴法院在 Ethyl 案中64，

認定 Ethyl 與 Du Pont 等四家汽油防震劑製造廠相互交換價格訊息係

市場的交易慣例，有其歷史背景，而市場競爭亦未因價格資訊交換而

有所減損。此外，上訴法院也發現即使要求被告停止發布市場訊息，

但市場競爭也不可能有所增加，因而判決被告無罪。類似情況也同樣

發生在 Airline Traffic Publishing 案65。 

 

    總之，非法的一致性行為的前提必須是：事業有意地採取具體措

施，藉由訊息交換促成資訊透明，合意壟斷市場。以下，謹以兩個相

互牴觸的經典案例(Interstate Circuit 與 Theatre Enterprises v. Paramount 

Distributing)做一說明。第一個是執法過於嚴苛的不當案例：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 案66。該案發生於美國羅斯福總統主政，美

國強力執行反托拉斯法時期。案中 Interstate Circuit 為一同時擁有首輪

與高價位二輪的連鎖電影院，渠發函給八大片商不得出貨給票價低於

25 美分的二輪電影院。而事實上，電影發行商也確實依照信函內容，

斷絕與低價位的二輪戲院交易，而同期間也的確發生電影批發價格上

漲情形。有趣的是，美國最高法院竟然在不確定該信函是否與八大片

商有關的前提下，認定八大片商合意壟斷市場。法院指出：由於該信

函的建議事項與過去該產業的交易的模式與慣例完全不同，若片商之

間沒有聯合合意，該信函不可能達到：八大片商同步不與低價位二輪

戲院交易的結果，更何況該信函也排除聯合行為係出於巧合的可能性。

                                                      
64

 E. I. Dupont de Nemours & Co. v. FTC, 729 F. 2d 128(1984). 
65

 United States v. Airline Traffic Publishing Co., 836 F.Supp. 9 (D.D.C. 1993); United 

States v. Airline Traffic Publishing Co., 1994-2 Trade Cases 70,687 (D.D.C. 1994). 
66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1939). 



44 
 

因此，即使八大片商間既無公開的水平合意，也無上、下游間的垂直

合意證據，但只要片商間有提高電影批發價格與減少產出的心靈相通，

自己願意減產漲價，並信任對手也會減產漲價，不會秘密降價搶奪自

己客戶，就構成了美國修曼法之不法共謀，不須先有公開合意之存在

為必要。然而本研究認為：單僅憑價格同時上漲與無法證明該信函是

否為八大片商聯合授意 Interstate Circuit 所為的前提下，片商藉由心靈

相同，同時調漲電影批發價格最多只能算是一種有意識的平行行為。

更何況聯合行為涉及刑事責任，需要較高的證據標準，在沒有掌握廠

商任何具體市場行為的前提下，單僅憑產品價格的同時上漲，實難構

成合意要件。但是，在 Interstate Circuit 案與後續的 Tobacco 案67等，

平行行為卻被視為一致性行為的違法要件。陳坤銘與翁偉任(2004)
68因

而指出：單純因預告價格所引發之平行行為如被判定為具有一致性行

為合意時，將使司法機關面臨執法窘境。除非司法機關將自身視為行

政管制機關，利用法律管制價格，否則其將不知如何命令業者改進其

行為。 

    所幸，在第二個案例，也就是 15 年後的 Theatre Enterprises v. 

Paramount Distributing 案中69，最高法院大幅修正以往立場，並建立起

正確的判例，大幅限縮前開 Interstate Circuit 案所建立的原則，

並認為：如以價格平行行為作為推定合意之基礎，尚需佐以該平行行

為以外之其他事證，即本文所分析的訊息交換等便利機制做為附加因

素(plus factor)或便利機制，方能為斷。亦即法院在判定一致性行為案

中，確立了所謂的附加原則，要求執法機關除需證明被告有平行行為

的事實外，還需附加其他可促進與強化合意的附加因素作為間接證據
70，否則豈不導致所有寡占廠商的價格調整均須受到政府監督？  

                                                      
67

 American Tobacco v. United States, 328 U.S. 781(1946). 
68

 陳坤銘與翁偉任，「寡占市場廠商價格跟隨行為規範之研究」，第 11 屆競爭政策

與公平交易法研討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45-70(2004)。 
69

 Theatre Enterprises v. Paramount Distributing, 346 U.S. 537(1953) 
70

 Gavil, Andrew I., William E. Kovacic, and Jonathan B. Baker. Antitrust Law in 

Perspective: Cases, Concepts and Problems in Competition Policy. 2nd ed. St. Paul: 

Thomson Wes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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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法要件：意圖壟斷是訊息交換的唯一合理解釋 

 

    訊息交換無非是為促進市場資訊流通，而資訊透明化猶如刀之兩

刃，雖然便利一致性行為的形成。但是，另方面，卻也有助於市場交

易效率之提升。但因各行各業發展背景、交易慣例、產品特性，存有

相當差異，競爭機關應如何判定訊息交換到底是為了使市場資訊透明

化便於壟斷市場？還是有其他可提高交易效率，但與限制競爭無涉的

正當理由？即成為執法成敗的重要關鍵。 

    由於一致性行為不存在公開方式的合意，僅有相關的訊息交換可

資作為便利機制，證明壟斷合意存在。但訊息交換在違法構成要件的

事實認定上，最多只是一種間接證據，證據力微弱。因此，執法機關

如欲單靠訊息交換證明聯合行為，就必須建立起堅強的經濟分析，完

全排除事業間的訊息交換是為了提昇交易效率等正當理由的可能性。

易言之，基於罪疑唯輕原則，除非訊息交換等間接證據能夠重要、明

顯且一致地指向共謀壟斷的特定事實，否則即不應逕自認定事業有非

法之合意。 

在法律實務上，依據我國最高法院判例有關證據認定之見解：「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應包含在

內，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

證明他項事實，而由此他項事實，本於推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

實者，始為合法，若為憑空之推想，並非間接證據。」71國外法制方

面，美國最高法院在 Matsushita v. Zenith Radio 案72中，也具體地訂出

以間接證據證明水平合意的重要原則：首先，間接證據必需符合經濟

分析的邏輯合理性。此外，用於證明合理性的經濟理論也必需是權威

見解或是文獻公認的見解，以強化間接證據的說服力與避免誤判風險。

因此，競爭機關如欲憑藉訊息交換做為間接證據，證明事業確實有意

                                                      
71 最高法院 32 年上字第 67 號。 
72

 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 Co., Ltd. v. Zenith Radio Corp., 475 U.S. 574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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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藉由人為的訊息交換，形成市場資訊的高度透明（他項事實），再

本於推理作用證明雙方有共謀壟斷市場的行為（待證明事實），就必

須加強經濟分析的推理能力並掌握主流文獻趨勢。其次，間接證據雖

然不具絕對、必然的確定性，但至少必需具有高度可能性與說服力，

具有證據優勢，證明訊息交換係出於合意的蓋然性，而非單方行為之

蓋然性，方能用於一致性行為的審判。易言之，證明寡占事業間的訊

息交換行為必須是明顯且一致地指向共謀壟斷之事實，且此一事實為

業者合意進行訊息交換之唯一合理解釋。更重要的是，基於罪疑惟輕

原則，競爭機關不宜以證據力較弱且迂迴的間接證據，作為處分事業

的依據。因此，一旦有二以上原因能解釋事業交換訊息之共同行為時，

即不應驟然認定共謀壟斷是共同行為的唯一原因。 

因此，只要經濟分析指出：除共謀壟斷市場外，尚有其他提高經

濟效率的原因，可解釋訊息交換的共同行為時，競爭機關即不應認定

該共同行為的目的係為共謀壟斷市場。也只有當合意壟斷因素顯著地

超過效率因素時，執法機關方能判定該共同行為違法。因此，吳秀明 

(2004)
73認為在採用間接證據的情況下，只有在壟斷市場是當事人預告

價格「唯一的合理解釋」時，該等間接證據方能用以證明聯合合意。

反之，如果有兩個同樣合理的解釋存在時，執法機關即不能認定意圖

壟斷是價格預告的支配性原因。 

 

 

 

 

 

                                                      
73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台北：元照出版公司，55-5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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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經濟分析(二)：事業公告價格訊息的妥適性 

 

本章包括探討資透明化環境、資訊公開的途徑與趨勢、同質化產

品的問題及價格調整資訊在市場公開的妥適性各節，茲分別說明如

下： 

 

第一節  資訊透明化環境探討 

 

一、資訊透明化環境與資訊不透明化環境的比較 

在公平交易法中，對於寡占廠商彼此之間是否會進行價格壟斷，

一直是執法機關關切的重點，寡占廠商彼此間是否會進行非法的意識

聯絡或合意，其中可分二種情形來做比較，第一種情形是在資訊不透

明化的情況下，寡占廠商進行相關的「合意」；第二種情形是在資訊

透明化的情況下，寡占廠商所進行的「合意」。在資訊不透明化環境

下，寡占廠商之間要進行各種試探才能知道彼此真正的價格與數量上

的策略，因此在資訊不透明化的環境下，由於相互競爭的寡占廠商間

要進行各項競爭的成本相對地會比較高，而其不確定性也比較大。為

此，廠商間在「另闢蹊蹺」下，進行違法的聯合行為之合意，其意願

油然而起。 

相對的，在資訊較透明，且越來越清楚的情況下，彼此相互競爭

的寡占廠商，此時，將會有更大的誘因就其競爭對手進行各種測試，

從而得出心證，以強化其競爭策略，這種競爭的型態，是經濟學中常

討論的類型，特別值得我們在討論公平法時，加多加借用與參考。 

在經濟學分析的模型中，以 Cournot 的數量模型為例，就屬於後

者的態樣，故值得做一討論。Cournot 模型它是在資訊不透明化情況

下，彼此相互競爭的寡占廠商其競爭策略的模式之一。在 Cournot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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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彼此相互競爭且旗鼓相當的寡占廠商，會假設對方產量不變的情

況下，來決定自己最佳的生產數量。由於與其競爭的廠商，其動向與

策略不明，須「觀其言，看其行」等待其策略明朗化之後(它包括產量

增加、減少或不變等)，方能再做出適切的下一步反應， 如此重覆，

彼此不斷試探。 

相對的，與其競爭的另外一家廠商也是以相同的思考邏輯來假設

與其競爭的廠商生產數量不變下，自己對應合適的生產量又應是多少，

由此在 Cournot 模型中我們可以同時地(simultaneous)推導出上述兩家

廠商間的反應曲線(reaction curve)，也就是 A 廠商對 B 廠商的反應曲

線，以及 B 廠商對 A 廠商的反應曲線，之後我們再對這二條反應曲線

聯立求解，就可得出 Cournot 模型下的奈許均衡解 (Nash Equilibrium)，

而此就是一個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寡占廠商間會達到價格一致性

的「奈許均衡解」。 

由上述 Cournot 模型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在資訊不對稱或是情

況不明確且無法掌控時，寡占廠商間要進行價格聯合是個比較有誘因

且吸引力較大的選項之一，而此，若是寡占廠商間竟然出現價格合意

或協議時，他們就可免除上述 Cournot 模型彼此互相猜測、彼此種種

測試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而能直接就彼此生產數量做協議；換句話說，

他們就可直接進行市場的分割，故能達成協議，因此在資訊不透明環

境下，寡占廠商其實是有比較多誘因去進行相關的意思聯絡，而此，

當然構成公平交易法中所稱的「聯合行為」禁止的違反。 

在經濟學討論中，另一個寡占廠商的典範模型是 Stackelberg 模型，

在此模型也是以上述類似地邏輯推理方式，來討論在寡占市場下，若

兩家廠商並非勢均力敵、旗鼓相當時，彼此間可能出現的競爭態樣，

以及在此一競爭態勢下，市場是否仍會出現奈許均衡？ 

在該模型中，他假設，B 廠商(小廠，它是追隨者)，而 A 廠商(大

廠，生產數量決定者)，在此一情況下，模型假設，小廠先假設，若大

廠現階段的產量及銷量是不變的情況下，B 廠商是否能找出他自己的

最佳生產量配置。之後，於下一階段時，相對的 A 廠商在此時，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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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小廠 B 的可能生產上的反應納入其生產的考量，從而演義出於第二

階段下，大廠 A 對小廠 B 的反應方程式及其最適解。在大廠決定了

它的最適解之後，小廠的最適解也可隨之解出，如此即可解出 A、B

廠商在寡占模型下，彼此進行競爭時所可能出現的均衡解。 

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 Stackelberg 模型是在連續的賽局下

(sequential game)的均衡解，它與 Cournot 模型是在大小相若的兩家寡

占廠商同時(simultaneous)求解的情形不同，但上述兩者情況都可以得

出奈許的均衡解(Nash Equilibrium)，而此均衡解所解出的數量及最終

對應的價格，它當然就不是公平交易法中所說的寡占廠商進行非法聯

合下的數量及價格決定模式。 

同理，我們也可依此而推論，不論是在 Cournot 或是在 Stackelberg

模型中，若是上述 A 廠商與 B 廠商有意進行非法價格聯合行為時，他

們就有可能省去上述彼此不斷相互試探試圖導出那二條反應曲線的

冗長過程，且須不斷地做動態、複雜的修正，而直接進行相關的生產

數量分配上的合意。而當 A、B 廠商彼此進行不論是數量或是價格聯

合行為時，在資訊不透明化的情況下，其誘因也會較高，這是因為在

資訊不透明化的情況下，A、B 這二家寡占廠商，彼此間不論就 Cournot

模型或 Stackelberg 模型，彼此間在進行對方可能反應上彼此間測試上

是「事倍功半」的，如此一來，倘若直接進行違法合意時，則其合意

的意願高，而其進行的「交易成本」就可以大幅地節省下來，因此，

在資訊不透明化的情況下，寡占廠商間進行價格或數量上的聯合誘因，

相對地也一定會比較大。 

上述我們討論的是寡占廠商在資訊不透明化的情況下，是否有較

大誘因進行相關非法的意思聯絡。相對若是在資訊透明的環境下，同

樣地，我們若以 Cournot 模型或 Stackelberg 模型來作比較的話，又會

得出何種結果呢？在市場交易資訊透明化的環境下，不論是 Cournot

模型或 Stackelberg 模型，彼此相互競爭的 A、B 廠商都可以很清楚、

快速且無誤地導出競爭對手會做出的反應方程式，換言之，不論

Cournot 的同時間數量競爭模型或 Stackelberg 的前後兩階段數量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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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兩廠商間彼此相互競爭下的反應方程式，在市場資訊透明化之

下，快速且充分地被瞭解後，就很容易且迅速無誤地得出均衡解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的過程中，它是在資訊透明化環境裡，所進行

的一種重複賽局，而在此重複賽局、重複測試後，就能迅速地收斂

(converge)到一個均衡解來。故在此情況下，它是寡占廠商間彼此相互

競爭下的奈許均衡解，它當然不是公平交易法中所稱的聯合行為，故

無違法疑慮。 

在此，也值得一提的是，寡占廠商間彼此相互在價格上、數量上

競爭，這種情形它猶如拳擊賽場中彼此相互出拳攻擊對方的選手般，

在兩位拳手不斷地出拳攻擊、測試對手，找出對手的弱點時，在雙方

一時未分出勝負時，比賽的選手可能也漸體力不支，此時，我們也常

見到，選手們在一陣猛攻之後，就彼此抱在一齊，暫時休息一下，喘

口氣來，而在這彼此喘息的片刻，它其實不是違規的「勾結」，而是

「奈許均衡」。它實與 Cournot 或 Stackelberg 的「奈許均衡」差別不

大。 

由以上例子可得知，在資訊透明化的環境下，奈許均衡解的出現，

它其實也可說是一種重複賽局下所產生的自然結果，而此結果下廠商

相對於資訊不透明環境裡，當較不需要進行不論數量上或價格上非法

的合意與協議。而主張此論點最主要的理由是，在資訊透明環境下，

它是經由彼此互相競爭或不妥協所導出的結果，而此至少彼此相互競

爭的廠商對於競爭對手的策略是具有一定瞭解及可預測性，故在資訊

透明化的情況下，是「戰」？是暫時「休戰」？暫掛「免戰牌」？都

是與其競爭的廠商可以考慮的可能策略；為此，廠商自然不需要再進

行相關私下、違法的合意。因此，寡占廠商在彼此長期相互競爭的環

境下，更能夠掌握對手可能的反應，故能夠對彼此競爭情勢具有一定

程度的可預測性，從而能做出對自己最適的價格或數量反應。上述情

形，就是一種資訊透明化環境下的競爭結果，它當然也不會有公平交

易法違法的可非難性，否則經濟學中的 Cournot 模型或 Stackelberg 模

型在重覆賽局下，都會變成寡占廠商違法的勾結模型，經濟學的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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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勢將全面改寫。 

例如：前節囚犯困境賽局所述：在資訊高度透明的過程中，勾結

利潤為：
3

(1−δ)
 

的情況下，若利率愈高(如由 10%上升至 20%)時，則其對應勾結下的

獨占利潤(3/(1-δ))也將愈高(由 3.33 上升至 3.75)。 

現為說明在市場資訊透明化不同程度下，其與廠商間勾結發生可

能性兩者之間的關係，為此，若我們重新定義上述式子中的 r 為市場

透明度，而非原式中定義的利率，則若市場愈透明時，則 r 的值也愈

高，故理論上，r 的值為無限大；相對的，若市場的資訊是愈不透明

時，則 r 將趨近於 0。為此，吾人由上述式子可以得出： 

(一)在市場資訊完全透明的情況下，r 趨近∞，則δ趨近於 0，則對應

的壟斷利潤趨近於 074。 

(二)市場資訊完全不透明的情況下，r 趨近 0，則δ趨近於 1，則 1-

δ則趨近於無限小，則如此一來，壟斷利潤 1/(1-δ)則會趨近∞，若

此，則寡占廠商必將會有更大的誘因來進行勾結與違法的合意。 

由上述的簡單例子，可以導出勾結與違法合意的情形比較容易出

現在資訊不透明的環境下，相對地，在資訊愈透明的環境下，彼此相

互競爭的寡占廠商間，其會進行勾結與違法合意的可能性就會大幅地

降低。 

 

二、資訊透明化環境下的特質 

資訊透明化是經濟學學理以及實務上大家都非常肯定的結果，以

OECD 於 2010 年評估各國研究機關所提供的意見及案例後認為，若

廠商透過公會、聯誼活動或在政府輔導協調下採用公開參與的方式來

彼此交換訊息，則這些訊息的交換被認為多屬於對於整體產業發展與

投資環境有利的公共資訊，而在此情形下，也可被看成是公共財，其

會產生的反競爭效果也會較小75。 

                                                      
74

 3 減 3 等於 0。 
75

 United States vs. 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Civil Action No. 92-2854. (D.D.C. f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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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透明化環境下，其所導致的價格、數量及品質上的均衡解

(結果)是一種自然競爭下的產物，此當然為公平交易法執法上所應尊

重的結果，換言之，在資訊透明化情況下，若無具體且積極的事證顯

示，廠商進行違法聯合行為時，這種結果將為市場自然競爭的結果，

我們當然要對此予以尊重。否則，公平法的執法機關反而是在對市場

競爭的機制做不當的干預。退萬步言，若是在資訊透明化的情形下，

廠商彼此間的競爭結果都不能被信任時，那麼，執法機關又應相信在

何種競爭型態下的競爭結果呢？ 

在資訊透明化環境下，它能有效降低不論是 B2B 或是 B2C 間的

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降低，就能大幅且有效地壓縮寡占廠商間想

要進行非法聯合行為的空間。相對的，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廠商

間在競爭上為取得其競爭對手不論是價、量、品質上等等的資訊時，

將會發生很大的困難，在此情況下，競爭這條路並不好走，也不很順，

此時，「奈許均衡解」是遠在天邊，且遙不可及，如此一來，競爭是

無望的。而在此情況下，廠商為克服此一困難的可能途徑之一，就一

定會有比較大的誘因來進行非法的合意及聯合行為。因此，本研究認

為，聯合行為的發生，其可能發生情境是廠商間在競爭無望下，「不

得已」之下的下策。其實，違法的合意，它事後如何落實執行，它的

執行及監督成本也很高，但若競爭無望下，它仍可能是個選項。 

因此，當我們將資訊透明化的環境塑造出來後，就可有效壓縮不

論 B2B、B2C 廠商間可能不當的意思聯絡下的空間，而使其違法合意

的「交易成本」反而會被大幅地提高，如此一來，當違法合意的交易

成本被以資訊更透明化的各種努力而被「人為地」提高許多之後，它

就會大幅減少廠商進行非法聯合行為及違法合意的可能性。 

 

三、資訊透明化環境下，合意的可非難性 

                                                                                                                                    
Dec.21, 1992). 同時，亦可參見本研究第二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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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討論可知，在資訊透明化的情況下，對於彼此相互競爭

的寡占廠商會進行相關非法的聯合行為的誘因是會比較低；而在本小

節中我們將進一步說明，當資訊透明化的程度愈高時，廠商會進行非

法聯合行為合意的可能性也會隨之下降，而無庸諱言，公平交易法中

能夠認定寡占廠商進行非法聯合行為的空間也將會隨之被壓縮。故公

平法執法機關在認定廠商是否進行非法之合意時，其困難度也將隨之

提高，而其所須的證據力的強度與要求也將隨之提高。 

就此部分而言，本研究的主要的論點有三： 

(一)資訊透明化本來就是公平交易法上重要的執法政策，當資訊愈透

明化時，不論 B2B 或 B2C 的交易，買方與賣方、廠商與廠商間、廠

商與消費者間，都能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決定。因此就交易成本的降

低、資訊提供的完整性、不法隱匿交易資訊等等不健全的交易問題，

都可因資訊透明化得到大幅改善而能根本解決。因此就公平交易法的

執法而言，資訊透明化本來就應是公平會施政及執法的重要政策目標，

我們應該要鼓勵資訊的透明化，而非在資訊透明化的情況下進一步地

科(苛)以廠商更高的聯合行為可能違法的責任，若此則並非公平交易

法執法的主要目的。 

事實上，資訊透明化從經濟的觀點而言也是一個合乎經濟學學理

的政策目標，因為，在資訊透明化的情況下，它就能大幅地降低廠商

不當聯合行為下的「交易成本」及其與其他交易相對人間的交易風險。

這種情形在經濟學文獻中有許多討論。諸如二手車市場就是經典的例

子，這是因為相關二手車的資訊，不論車子的好與壞，賣方其所掌握

的資訊都比買方 (或是消費者 )來得多，如何降低資訊不對稱性

(asymmetric information)就成為經濟學上主要處理的問題，因此就資訊

不對稱性來說，永遠是經濟學上需要特別處理的挑戰與問題。因此當

資訊愈透明時，買賣雙方在交易資訊充分對稱下，自然而然就能大幅

地降低交易的風險與成本，這必然是經濟學暨公平交易法所樂見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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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二)在交易資訊透明化的情況下，寡占廠商需要進行聯合行為的誘因

比較低。其主要理由是，聯合行為的產生，其可能原因是，彼此相互

競爭的廠商在不瞭解其對手會有什麼樣的競爭策略出現的情況下，所

發生的高度不確定性，為了要降低自己經營上的風險，所以要與其競

爭廠商進行相關的協議或達成某種決議，以降低其在價格與數量上的

決策風險。然而，即便如此，不論是協議或決議，這些都是無法曝光

而必須秘密進行的，在此種狀況下，即便達成秘密協議或決議，其是

否能有效地、忠實地被相關參與協議廠商執行，也會對上述廠商有很

大的困擾及不確定性。因此，在許多公平交易法相關案件裡，我們不

難發現廠商間在進行非法聯合行為協議中，也常訂有相關罰則去處罰

未遵循協議的廠商。 

因此從公平交易法非法的聯合行為來說，這些行為勢必要面對至

少二種可能的風險：其一是有人不遵守相關的協議或合意，而在其間

攫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其二是上述非法的聯合行為有可能被主管機關

查獲、被檢舉或被引用寬恕條款方式尋求解套，從而對自己產生十分

不利的後果。因此就非法進行的聯合行為時，上述各項風險都會是讓

廠商思考再三的問題。 

相對而言，在資訊透明化的情況下，廠商若要進行相關聯合行為

其誘因就會較低，此乃因在資訊透明化情況下，既有相關廠商的價格、

數量都已經曝光在市場的公開資訊裡，而在此種狀況下，若還要再以

非法行為來改變已曝光的價格與數量，反而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換

言之，可能會招致「此地無銀三百兩」、「欲蓋彌彰」的反效果來，同

時，也更容易受到原與其相互競爭者以公平法第 35 條的「寬恕條款」

對其進行反噬。為此，廠商在此情形下其最佳策略反而是在資訊透明

化的情況下，去做出讓自己最佳的對應策略，故在資訊透明化情況下，

廠商進行非法聯合行為的誘因，反而會降低且會有抑制的效果。 

(三)在資訊透明化情況下，由於競爭廠商價格、數量及品質等各方面

資訊皆已公開，故與其相互競爭的其他廠商就要對自己相關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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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及品質等做出對應的最適決定來，而此包括：是否要做「價格追

隨者」或是「價格破壞者」。其可能的情況可進一步討論如下。 

若廠商 A 在製程上有較高優勢，故其每單位的生產其邊際成本較

對手為低時，如上所述，則其選擇可能有二種：其一，可做價格破壞

者，亦即可以更低的售價在市場上與對手來作更強勢的競爭，當他降

價做市場份額(market share)的掠奪時，有可能賺得更多利益，這是廠

商可能的選擇之一；當然，他也可能因其低價競爭的結果，在市場有

限的情況下，而使其獲利有限，如此一來，就成為俗話所說「賺了面

子，輸了裡子」。其二，是否就這家廠商而言，他也可以考量做一價

格追隨者，他仍可用市場上的「行情價」來賣其產品，但因其生產的

單位邊際成本較其他競爭廠商來得低，因此，他每件銷貨都可賺到較

對手更多的利潤，如此一來，就其全年利潤而言，將會比對手來得更

高，在「靜靜地吃三碗公」的情形下，他可能的策略是在長期下，讓

自己累積出更多的能力來進行下一階段的擴廠(產)，以選擇在適當的

時機再出手，給對手「致命的一擊」。就上述這兩種情形而言，寡占

廠商不論是選擇做價格的追隨者，或是選擇做價格的破壞者，都沒有

公平法違反的適用。 

由上述例子可見，在資訊透明化情況下，廠商可以就價格、數量

或品質上自主地去做多化的策略決定。廠商其實不必然有更大的誘因

想要和他的競爭對手去進行違法的聯合，事實上，如前所述，違法聯

合行為不但有廠商間默契上無法監督執行的困難，同時也有被公平會

查處而致受處分的困境。因此綜上而論，在資訊透明化情況下，寡占

廠商間合意的可能性及可非難性都會比較低的。 

 

第二節  資訊公開的途徑與趨勢 

 

一、資訊公開化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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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化的途徑是很多元的，一般來說有透過公開的集中市場

或是非集中市場來交易，就透過集中市場交易而言，其交易資訊通常

為可公開的，因此不論是交易的數量或價格都可從市場中的公開資訊

取得，如此一來，不論是就供給者(廠商)或就消費者(買方)而言，都可

得到相關的資訊。而在資訊透明化情況下，如本章所述，對於寡占廠

商進行相關勾結或違法合意的可能性就會大幅降低，因此交易資訊的

公開化應是執法機關在相關政策上所應努力的重點之一。相對於上述

交易市場集中的情形，當然也有市場半公開或不公開的情形，在此情

況下，本文認為寡占廠商會進行相關違法勾結或合意的可能性就會比

較大，這是我們在執法上應特別關心、掌握及處理的市場態樣。 

市場公開化的途徑有時可以藉助於集中市場來做有效的處理，當

然在沒有集中市場交易的情況下，廠商的報價有時可以做適當公開的，

事實上，價格的公開會比數量的公開更容易取得相關資訊，換言之，

前述 Stackelberg 或是 Cournot 模型他們是寡占廠商在生產數量上的角

力，在資訊較不公開且有時間落差的問題存在，因此當廠商以數量上

增減作為其競爭工具與手段時，就會面對較不易處理的資訊公開化問

題。雖然如此，廠商在現今常以價格競爭為競爭上的主流時，其公開

程度大，故問題相對較小。 

現今，資訊公開化的途徑也已經是愈來愈多元而其程度也愈來愈

廣泛且深入的情形，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資訊透明化及公開化是一個

大的趨勢，再加上國際間、廠商間也有許多其他競爭者，及其他可能

供貨來源，此外，不論是 B2B、B2C、G2B 或 C2C 電子商務交易平台

的興起，而此皆有助於資訊公開化的加速實現，因此本文認為，資訊

公開化是一個重要的檢測標準，公平會作為執法機關可以考慮依此一

原則優先去檢驗各市場資訊公開化的程度，包括產品售價、供貨量等

等，如此一來對於事業是否不當地交換敏感資訊的問題，才有可能邁

向有效處理的正確方向。 

其次，或有人擔心，寡占市場的透明度是否是人為運作而得？這

是一個十分重要而有挑戰性的議題，本研究認為，寡占市場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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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是人為運作出來，但也有更大的可能是市場競爭所導致的結果，

所以我們不必然可以直接推論寡占市場的透明度是人為運作出來的

結果，此乃因上述 Cournot 模型或 Stackelberg 模型中可見，當 A、B

二廠商彼此間在進行價格上或數量上競爭時，不論就進行的過程中(如

Cournot 模型中 A、B 二廠商所產生的反應曲線)或是就廠商競爭結果

中所反應出的均衡價格、數量(二條反應曲線的聯立解)的決定，其過

程大體上都是透明的。 

此外，若我們參考另一寡占模型，亦即「抝折需求曲線」(kinked 

demand curves)模型，寡占廠商在此模型中其競價策略是「追跌不追漲」，

換言之，若有一廠商降價，其他競爭對手也會跟著降價，而若一家廠

商漲價時，其他競爭對手就不會漲價，這就是抝折需求曲線模型中所

隱含的追跌不追漲的價格調整模式。因此在這樣的價格調整模式中，

其市場透明度不論就價格競爭調整過程或就最終均衡點而言都是透

明的，如此一來，由上述提及三種模型都可瞭解到，經濟學中所說寡

占市場競爭模型，不論在過程中或競爭上皆十分透明，而此結果它們

都是市場競爭下的結果，當然非人為運作出的結果。 

在寡占市場的運作中，當然，我們也可由賽局理論，特別是本研

究前述之「囚犯困境」的例子來說明寡占市場中，廠商勾結與否的利

弊得失與可能性；當然在此情況下，我們可以很成功、也很容易地去

設計囚犯模型來說明，在此模型下，廠商當然會進行勾結，而此勢必

比不進行勾結而傻傻進行競爭要來得有利，因為顯而易見的是，在「囚

犯困境」的模型下，在寡占市場裡，廠商間勾結的可能性將遠大於彼

此間競爭的可能性的。 

然而，上述囚犯困局的情形也可以把它做更細緻且更深入的分析，

而其可能的情形，可進一步地分析如下。 

 

(一)囚犯困局之一：寡占的兩廠商之間，進行激烈的「割喉戰」式的

價格競爭。 

此時，寡占的相互競爭的兩廠商，他們在此一激烈的競爭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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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都已被逼到只略高於平均變動成本之上一些，兩家寡占廠商，事實

上都已出現不小的虧損。如表 2-2 所示，若兩家寡占廠商再繼續地把

價格的割喉戰進行下去時，則在此一情況下，兩家廠商會出現(-5)的

虧損；而相對地，若兩家廠商合意，不再進行這樣的割喉戰而進行非

法的聯合行為時，則都各會出現(+6)的利益，如此一來，由表 2-2 所

示，這兩家寡占廠商都有可能進行相關的合意，若此，則不法的聯合

行為將極有可能會發生。 

 

(二)、囚犯困局之二：寡占的兩廠商之間，進行中等強度的價格競爭。 

如表 2-3 所示，若寡占的兩廠商間進行中等強度的價格競爭，意

即，他們雙方都無意，也自知無此能力把對方擊倒，而將對方的市場

完全地取而代之。此時，雙方彼此都在做一些「有限度」的、「非高

強度」激烈式的競爭。在此情況下，彼此進行中強度價格競爭的結果，

其可能的獲利表如表 2-3，在彼此進行中強度的價格戰之下，雙方的

獲利分別為(+3)，相對地，若雙方進行非法的聯合行為時，則雖有可

能會帶來可能比(+3)更高的利益，但若把被對方比照以「寬恕條款」

的方式出賣，而被重罰之後，則其可能的利益反而會變成(-3)，故在

此一情況下，雙方選擇中強度的(即非割喉式的)價格競爭，就會成為

是個較理想的選擇，如此一來，即使是在囚犯困局的情況下，寡占廠

商非但不會選擇進行非法的聯合與勾結，反而會選擇彼此進行中強度

式的價格競爭策略。而此情形的出現，它也不違反公平法的。 

 

(三)、囚犯困局之三：寡占的兩廠商之間，進行低強度式的的價格競

爭。 

如表 2-4 所示，這是在寡占廠商彼此長時間競爭下，他們終於體

會出，他們實無任何能力去消滅對方，但也無意臣服於對方，為此，

長期對抗之勢已在所難免，因此，就諸如「單打、雙不打」的低強度

式的價格競爭，也是一種可能的競爭型態。具體而言，其可能的競爭

形態如，你在 7 月辦週年慶，我就在 8 月初也辦週年慶，凡此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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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可能的競爭態樣之一。而彼此競爭的寡占廠商間，在此一低強度

價格競爭下，如表 2-4 所示，他們的利潤為(+4)，而若，他們進行非

法的聯合行為的合意時，則萬一被對手出賣、被告、被罰後的利潤反

而降為(-3)。若此，則彼此間，進行低強度式的競爭，反而其情形要

比表 2-3 中的「中強度」價格競爭來得好，故若彼此進行長期性的低

價格競爭，或進行價格以外的其他非價格式的競爭(如贈品、贈獎等)，

這種可能性就會增高，而就公平法來說，它亦沒有違法適用的可能。 

由上述的說明可知，即使在囚犯困局下，我們不必然就能得到於

寡占競爭下的兩個(囚犯)廠商，他們彼此間一定會去進行違法的聯合

行為的合意。因此，傳統個體經濟理論中的囚犯困境的理論、假設與

結論，都不必然能導出，寡占廠商必然會進行違法的聯合行為的結

論。 

相反地，若我們依傳統的囚犯困局理論，而一口咬定寡占廠商之

間，別無選擇，一定會進行相關的勾結與不法的合意時，則我們彷彿

時時刻刻都戴上「有色眼鏡」去看寡占廠商間的一舉一動，不論在數

量上、價格上的任何舉措都一定會被解讀為他們在進行資訊交換、不

當的勾結。若此，我們就很可能犯了統計學中的 Type Ⅱ Error，也就

是把錯的當成對的，意即：把沒有進行聯合行為的 Cournot、Stackelberg、

kinked demand curves 模型下的寡占廠商，都當成是在進行違法的意思

聯絡的廠商，如此一來，就會冤枉了許多無辜的廠商，若果真如此，

這樣的做法當然值得商榷。 

上述的論述，若以更口語化的比諭來說就是，一但我們戴了有色

眼鏡來看世界時，則所有的世界都會變成我們所想看到的顏色，譬如，

若我們戴了紅(灰)色眼鏡時，則世界就會變成紅(灰)色，這就犯下 Type 

Ⅱ Error 的具體例子。本研究認為，就公平會作為公平法的執法機關

來說，是不能「戴著有色眼鏡」的態度來執法，而是應該戴著「無色

眼鏡」來仔細觀察寡占廠商間彼此相互的運作，若客觀地觀察結果，

發現廠商間在運作上呈現出紅(灰)色則我們才再進一步地認定他是否

真是紅(灰)色，如此才不會犯下 Type I Error (把有違法勾結、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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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及合意的廠商誤認為是合法廠商，而輕縱之)，或 Type Ⅱ Error (把

沒有進行違法勾結、沒有意思聯絡及合意的廠商誤認是違法的廠商，

而冤枉之)。 

 

二、 資訊公開化的趨勢 

 

資訊公開化是一個世界趨勢也是重要的潮流，而在資訊快速公開

化的情況下，其實它會(且已)大幅地改變交易的型態及方式，如此一

來，對公平法執法機關而言，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因此建議公平

會實可多關注於資訊公開化的趨勢演變，同時抱持開放及歡迎態度來

加速各產業內廠商交易資訊的公開化，本研究認為，如此才是公平會

在執法時較正本清源且事半功倍的執法策略。 

如今在網路資訊快速發展下，不論就 B2B、B2C 的產品價格、品

質、外觀都已經大幅公開，此情形不論在獨占、寡占、獨占性競爭或

其他近似於完全競爭市場，其態樣都非常相似，所異之處在於資訊公

開化程度與速度或有所差別，以獨占市場來說，在資訊交易公開化的

趨勢上可能相對較慢，而在寡占市場中，其資訊公開化程度上會較獨

占市場來得快，幅度也較大。再者，在獨占性競爭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市場裡，資訊公開化的趨勢上又一定會比上述二個市場來

得高，然而，在獨占性競爭的市場裡(如服飾、皮包、電影等)，廠商

應各有其產品的獨特性與吸引力，因此，對其「粉絲」消費者來說，

是有比較高的「市場黏著度」，廠商自然可依其對市場的吸引力採不

同的訂價策略，如此一來，價格常常不是向低走，而是向上拉(也可

讓消費者有炫耀性消費的效果)，在此一情況下，價格的資訊自然是

公開的，也較不會有聯合行為的發生。 

當然在所謂完全競爭或近似完全競爭市場裡，其資訊公開化趨勢

是最快、最強的，而如此一來，以前在經濟學中所討論的完全競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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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它所要求的資訊完全透明的條件，在網路未發達之前，看似十

分遙遠，故不很真實，然今，在網路快速發展下，在許多市場中(如賣

書)我們正快速地逼近完全競爭市場。 

上述的分析是藉由經濟學中不同市場態樣來討論在各該市場中

可能公開化程度的區別，爾今，在網路大幅運用及快速發展趨勢下，

資訊公開化的程度已經快速穿透至上述各個態樣的市場範圍中，也已

經是不可逆的趨勢，因此若我們相對於過去十年間的變化，再注意未

來十年間的變化，將會赫然地發現，資訊公開化的趨勢與變化是不可

同日而語，因此市場公開化的趨勢，應是公平會作為執法機關，在判

斷廠商是否可能進行非法勾結或合意時一個重要的判斷標準。從而無

論就廠商的宣導上、在交易行為的輔導上，都要讓有疑問的可能市場

或有疑問的可能產業結構，讓其大幅增加交易資訊公開的可能性，如

此一來，才能正本清源且有效地掃除廠商的不法勾結或合意的可能，

這樣的執法態度與策略，不但能配合未來愈來愈迅速的資訊公開化趨

勢，同時，更能善加利用此資訊公開化趨勢，做為公平法執法的重要

利器。 

 

第三節  同質化產品的問題 

在上述討論中，我們提及經濟學的相關模型中有關於獨占、寡占、

獨占性競爭或完全競爭情況下不同的資訊公開化程度問題。其實資訊

公開化也與不同的產銷化階段間有密切相關，以生產流程來說，一般

可分為上、中、下游三種不同產銷階段，而在上、中游階段的同質化

(homogeneity)較高，在同質化程度愈高下，再加上其可能有較高的市

場獨、寡占力量，如此一來，資訊公開化的程度就會受到較多的挑戰，

當然上述說法也會因各個產業不同而有異，以金屬礦業而言，其產品

同質性高，但許多交易是透過公開集中市場完成，在此情況下也可算

是同質性高的上、中游市場中資訊公開化程度較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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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譬如像化學材料中，石化工業也是具有上、中游相關產品

同質性高的情況，且其交易數量常常較大，在此情況下，資訊公開當

然是值得關切的議題。與此相關的一個值得重視的案例為，中油與台

塑石化在有關於汽油產品上被控出現價格聯合的問題，這也是上、中、

下游產品的代表性案例，在此案例中，汽油是最下游的產品且受國家

標準規範，因此可說是同質性最高的產品，也可以說是兩兩產品間(例

如：98、95、92 汽油等)，彼此間替代性極高的產品。在此，若姑暫

且不論，兩家公司是否屬性不同76，故其在公司營運上的目標不同，

很難有價格聯合的動機與目的；然試想，若兩家公司都屬私人、民營

公司時，而其產品在市場上又有絕對的彼此替代彈性時，在此情形下，

在同質性很高的台灣市場中，又只有此二家主要供應商時，廠商間在

價格上是應公開還是不公開方其會對消費者較為有利？顯而易見的

答案當然是資訊愈公開，價格競爭的結果也最明確的情況下，才是對

消費者最有利的。退萬步言，在這樣的市場架構之下，我們又如何能

試想，他們彼此間的價格是不公開的呢？這在實務上是根本就做不到，

也不能對消費者有適切交待的。 

或有論者以為，就中油與台塑石化汽油的案子，或可由兩公司是

批售給下游客戶的牌價，而非直接販售給消費者，故其價格一致性的

結果(或行為)，其可非難性較低77。然本研究認為，不論是中油公司是

或台塑石化都有其直營加油站，而其直營加油站對消費者公告的牌價，

就是一種價格公開化的表徵，這是無法避免的結果，而如此一來，若

呈現出價格一致性的結果時，則是否就成了違法的聯合行為呢？ 

其實，本章前述討論的各相關寡占模型，不論是 Cournot 、

Stackelberg、或是 kinded demand curve 模型等，它們都有一個重要的

基本假設，那就是在各模型中的市場上的寡占者，他們的產品都是相

同的(homogeneous products)，而在此一情況下，經濟學可由此推論出，

                                                      
76 其一中油公司為國營事業，有其非常清楚的政策性任務，另一家台塑石化為純民

營公司，以營利為主。 
77 馬泰成，「一致性行為與市場競爭：中油與台塑公告調價資訊之經濟分析」，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8 卷第 4 期，541-56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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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占廠商在此一市場結構下，彼此競爭的結果，將會出現均衡的價格

出來，換言之，它有奈許均衡的可能性出現。並且，均衡價格的出現，

它是「常態」，而並非「異常」。 

相對於上述模型，中油與台塑的產品，可以說是最接近經濟學所

說寡占市場上「相同產品」間之競爭的模型，故由上述各該模型觀之，

不論是兩者實力旗鼓相當的模型(如 Cournot 或是 kinded demand 

curve 模型)，或是一大一小，其一為領導廠商(leader)，另一為追隨廠

商(follower)的 Stackelberg 模型來說，它們之間，會出現價格的一致性

的奈許均衡解，也是「常態」，而並非「異常」。 

事實上，我們若由 Cournot 或是 Stackelberg 的模型中，我們也可

以看出，這些模型它與中油、台塑兩廠商之間，彼此競爭的相似性。

上述兩模型都假設，其中的一家廠商，會把其競爭對手的產出視為固

定，由此，來決定自己對應的產出。由於台塑與中油的產能是固定的，

而且，在固定的產能下，沒有廠商能夠在短期內擴廠，增加產能，以

攫取市場，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他是能成功地套用在 Cournot 或是

Stackelberg 的模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那麼，萬一若有人質疑，中

油與台塑之間仍不排除有進行價格勾結或數量勾結的可能性時，就必

須以實際的資料及相關的直接證據來證明，他可以完全地排除Cournot 

或是 Stackelberg 模型奈許均衡解的出現。換言之，質疑者須證明他所

觀察到的價格與數量上的一致性，它絕不是奈許的均衡解，而是勾結

下的違法的合意。這就猶如在統計的檢定中，我們的統計檢定為： 

 

H0：兩公司在價格及數量上的一致性是奈許均衡解的結果。 

當然，其對立的 H1 假設是， 

H1 ：兩公司在價格及數量上的一致性，不是奈許均衡解的結果，是廠

商彼此交換敏感性資訊的結果。 

 

而質疑者或是公平法的執法機關(如公平會或是檢察官)就須舉

證證明，渠等可放心地拒絕 (reject) H0 假說，而在鐵證如山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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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無選擇地必須接受 H1 假說。 

相反地，若質疑者在實際的查處中，沒有找到上述兩公司間彼此私

下勾結的證據時，卻又逕予認定它們是違法的合意時，就極可能犯

了統計學裡的「第一種類型錯誤 」(Type I error)，意即，拒絕正確的 

H0 假說，而接受對立且是錯誤的 H1 假說，也就是「把對的當成錯

的」來認定它。就統計學來說，為避免出現第一種錯誤，故其須有

很強的證據力，統計學的通說是，在百分之 95(或至少百分之 90)以

上信賴度以上時，才能推翻 H0 假說78。若此，我們須檢驗的是，在

中油及台塑的案中，公平會是否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公平會的證據

力已可達到百分之 90 或 95 以上的確認程度了呢？ 

此外，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若是執法機關對於上述證據力是否

充分之事，未能深究，也未能深自要求時，則如此一來，犯下上述

「第一類型錯誤」的情形及可能的案例將會層出不窮，此一後果十

分讓人憂心，其理由至少有二： 

其一，由於二犯的聯合行為是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在上述

可能的證據力不足的情形下，在新修正的公平法中可「另闢蹊蹺」

逕予「推定」79，則如此一來，已有法律做為公平會做為執法機關的

後盾，並可以為公平會可能犯下的「第一類型錯誤」背書，或做為

公平會及法院的缷責的「免死金牌」呢？則如此一來，對於人民財

產權及企業公平競爭環境的塑造都是一大傷害，這絕非國家之福，

故應特別謹慎。 

其二，若執法機關長期下來可以漠視其可能一再地犯下「第一

類型的錯誤」，反而，以過去犯過的「第一類型錯誤」做為判例、案

例，而一再地寬容自己可以在證據力不足的情形下，逕作事業單位

                                                      
78
 而在刑事的案件中，指紋及 DNA 的證據力很高，這是因為它們的信賴度高達百

分之 99.99999，或更高，故依此來做認定(及判定)，就不會發生第一種類型錯誤；

換言之，不會把H0假說中的無辜者誤認為是有罪者，而接受對立且是錯誤的 H1假說，

而致冤枉且誤罰好人。在公平法中，由於違法的聯合行為，其二犯是有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的，故此一情形絕不可小覷。 
79
 參見公平法第 14 條，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

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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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的裁定時，則必然會讓執法上認定的標準一再地放寬與降低，

這會造成更多的冤案與錯案，同樣的，這當然不是國家之福，更偏

離先進國家嚴謹執法的標準。 

由中油及台塑的案例可見，在產品同質性很高的情況下，我們尤

應特別小心其產品間可能出現的價格一致性的「常態化」下的奈許均

衡解的可能性，因此，除非有明確的事證，執法機關實應以高標準來

自我要求，也應特別小心，切勿犯下第一類型錯誤的可能情況，也更

應避免常態性地出現第一類型錯誤的可能。 

 

第四節  價格調整資訊在市場中公開的妥適性 

 

在中油與台塑的案子中，其被質疑的一點是，中油公司依例，在

其調整售價前，都依規定，須向外界公佈其價格調整的訊息，而此一

行之多年的做法，也被質疑是有向其競爭對手「打招呼」，做為其彼

此間價格資訊合意的意思表示。對於這樣的質疑，本章亦覺得有檢討

的必要。以本案而言，中油與台塑兩公司，是否有聯合行為的可能，

本章認為，其可能性甚低，這是因為兩家的公司的性質，其一是公營，

有其穩定市場的政策任務，是不必然以營利為目的；另一是民營，是

以營利為目的，兩者間，有本質上、經營策略與目標上的不同。故其

與兩純民營的公司間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油公司於油價調整前，先行向社會公佈油價調整的資訊，這

是否有違公平法？答案當然是不必然的。首先，價格調整的資訊的揭

露，它本來就是一個正常也常見的市場經營策略，也是對消費者負責

的一種作法。相對地，若是中油公司不向社會公佈，而私底下對油價

作調整，則如此一來，它不但有突襲消費者之嫌，也一定不能得到社

會大眾的諒解，故不論就中油公司，或是就中油公司的主管機關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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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而言，都須要向社會大眾公佈完整的相關油價調整訊息的。 

此外，若是價格調整的訊息不能公開時，則其除了會引起社會大

眾的不諒解之外，也會造成許多其他的弊端，有些內部取得資訊者，

在油價調整前，就先行加油，或先行大批進貨(或出貨)，如此一來，

形同「內線交易」，它所造成的民怨及弊端，是絕不可忽視的。退萬

步言，即若是不會發生上述「內線交易」的弊端，價格調整資訊不能

公開宣佈的這件事，也是不切實際的規定。它根本就不能造成價格調

整資訊的不外露，不會洩露給中油的競爭者台塑石化知道。換言之，

這是根本做不到，也毫無意義的規範。 

試想，有一加油站業者，其旗下有些加油站是中油公司的加盟站，

有些加油站是台塑石化的加盟站，在此一情況下，不論是中油或是台

塑石化的在批售牌價上有任何的調整時，雖沒有正式經新聞或記者會

的發佈，但相關的加油站業者一定在第一時間都能掌握，若是中油公

司調降售價，則台塑石化的加盟站業者一定會要求台塑的汽油也要跟

者調降，如此一來，即使台塑石化沒有做任何積極性資訊打聽的動作，

他也一樣能夠在第一時間，就能充份地掌握中油公司價格調整的訊息，

因此，在此一情形下，若是公平會一廂情願地規範中油公司或是台塑

石化不能藉由新聞發佈會的方式，公佈其價格調整的訊息，是個開時

代倒車，且是個不受歡迎，也不實際的政策與決定。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以中油及台塑石化為例，兩公司在汽油價格

上的調整，它是沒有任何的秘密可言，在此一情況下，與其兩公司秘

而不宣的做法，當然比不上是公告、正式發佈的方式為之更為光明允

當。為此，寡占廠商在市場上逕為宣佈價格調整的作法，它不必然是

個違法的意思聯絡的行為，也不應因此而逕為認定其為不合法。 

當價格調整的訊息被某一寡占廠商宣佈之後，與其競爭的其他廠

商不論是採跟進，或是不跟進，都有其本身的利益上與競爭策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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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因此，不論其對策如何，都不必然可逕予認定它是個價格上的

違法合意；最主要的關鍵是在於，上述彼此競爭的寡占廠商是否有私

下進行相關的意思聯絡，這才是最關鍵的所在。當然，若相關寡占廠

商有心進行違法的、私下的意思聯絡，這就主管機關公平會來說，在

查察上是有很大的挑戰與困難，然而，本章認為，在權衡可能發生嚴

重的「第一類型錯誤」與查察上的挑戰來說，本章仍然認為，兩害相

權取其輕，避免「第一類型錯誤」發生的重要性，要遠比查察上的挑

戰來得更重要。 

由上述的討論可知，價格調整的資訊，若其在市場上公開，則其

或有可能(但不必然)引導與其競爭的廠商作對應的價格調整，若其結

果，竟也導致與其競爭的廠商作相關的價格調整時，則此一結果，也

不必然違法。相反的，這也是市場競爭機制下的必然結果，吾人實不

可能規範，當有一家(獨、寡占)廠商在其做相關價格調整的宣佈後，

與其競爭的其他相關廠商，都不能對此一資訊作任何對應的反映與調

整；反之，若真有此一規範，則市場的競爭機制將完全受到破壞，這

是反市場經濟的嚴重管制，不僅違反學理，在實務上也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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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律分析 

 

    有關具競爭關係之事業之間交換或共享敏感資訊，在我國公平法

與美國休曼法、歐盟法及日本獨占禁止法中皆未對此明文規定。從競

爭法的觀點，該如何評價此行為?首先，交換資訊對相關市場之競爭

並非必然是負面效果，亦可能增進效率性等達到促進競爭效果。但另

一方面，不能否認其有做為構成聯合行為之手段的可能性。具體言之，

具競爭關係間之事業交換敏感資訊或者資訊共享之行為，再配合其交

換後之行為變化，即可能推定該行為該當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要

件。所以，對於資訊交換行為之評價與判斷之基準為何?是個值得探

討的議題。因為有可能成為合意聯合行為之手段，若從此角度論之，

其重要的意義之一在於：聯合行為之成立，需要舉證事業間有意思聯

絡(合意)之存在，並非容易的事。因此，各國多有寬恕政策等之配合，

以利證據之取得。然而並非每一個案件皆能取得直接證據與直接事實，

或者皆有參與事業願意配合寬恕政策提供事證，此時，間接證據的取

得變得非常重要。至於本研究報告的討論方式，是否會產生與討論價

格聯合行為產生混淆不清之情況，應無此疑慮：首先，並非具競爭關

係之事業間進行資訊交換即構成聯合行為。而為何討論資訊交換行為

會有與價格聯合行為出現交疊或者混淆的質疑，乃是因為聯合行為中

價格聯合行為為最多，而如前所述，因為直接證據的取得不易，因此

事業間有關價格資訊的交換行為就成了重要的間接證據，價格屬於重

要的敏感資訊。但也非交換價格資訊即構成聯合行為，尚需判斷用何

種方式交換了什麼類型、時間的價格資訊，以及事業之間在交換後之

行為模式。 

     本研究以下的討論方式：一、有關歐盟的部分，先理解 TFEU 第

101 條的規定與構成要件，再討論 EU 機能條約第 101 條在水平協調

合意之適用處理原則(即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在 2011 年的修正版中增

加資訊交換(information exchange)部分，並做了詳盡的說明並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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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各界相當的矚目，對於本研究主題有相當重要之助益。二、日本

的部分，由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中聯合行為之成立要件與我國公平法十

分類似外，日本公平會所制訂之「有關事業團體活動之獨占禁止法上

指針（事業者団体の活動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以下簡稱「事業團

體活動指導原則」」中，有關於事業團體資訊交換、交流部分的說明

與舉例；此外該會之競爭政策研究中心(競争政策研究センター，一

般被簡稱「CPRC」)所公開之幾則研究報告中也有針對事業之間資訊

交流與聯合行為認定間之議題有所討論，也將一併介紹以供參考。 

    從歐盟與日本的相關指導原則或者研究報告中，對於分辨哪事業

或事業團體間交流之資訊屬於敏感並有限制競爭目的或效果之虞者，

哪一些屬於無限制競爭效果是甚至有促進產業進步或競爭力之正面

資訊，提供較為具體的認定基準。 

 

第一節  歐盟法對資訊交換之規範 

 

一、歐盟對水平競爭行為之規範 

    歐盟運作條約(TFEU)中，與競爭法相關之部分，實體法的部分主

要在第 101 條與第 102 條，而聯合行為的規範主要在第 101 條(原 EC

條約 81 條)80。為了解在 TFEU 第 101 條的要件下，要如何評價事業

                                                      
80

 TFEU 第 101 條之容為：Article 101(ex Article 81 TEC) 

1. The following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all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which have as 

their object or effect the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with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in particular those which: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ix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any othe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 or control production, markets, technical development, or investment; 

(c) share markets or sources of supply; 

(d) apply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e) make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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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事業團體間交換資訊之行為，首先必須先了解第 101 條之內容、要

件。 

(一)TFEU 第 101 條之內容 

    本條的內容有三項，分別是： 

1.事業的協議、事業團體決議與協調性行為，足以影響會員國間之交

易，且以妨礙、限制或扭曲歐盟境內競爭為目的或造成此效果者，應

予禁止。包括下述行 為：(1)直接或間接決定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

(2)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3)分配市場或資源供給

源；（4）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遇，將其置於競爭上不利益之立場；

（5）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其性質或商業習

慣上均與該契約無所關聯。 

2.本條規定所禁止之協議或決議，當然無效。  

3.但有下列情形時，第 1 項規定得宣告不適用：事業間協議或某種類

型之協議；事業團體決議或某種類型之協議，協調行為或某種類型之

協調行為，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或流通、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同

時並確保消費者能享受因此所生之利益，且無(1)對相關事業課以超越

達成該行為目所不可欠缺範圍之非必要限制；或(2)使相關事業就成為

該行為對象之商品之重要部分排除競爭等情形。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2. Any agreements or decisions prohibited pursuant to this Article shall be automatically 

void. 

3.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may, however, be declared inapplicable in the case of: 

- any agreement or category of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 any decision or category of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 any concerted practice or category of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goods or to promoting 

technical or economic progress, while allowing consumers a fair share of the resulting 

benefit, and which does not: 

(a) impose on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restrictions which are not indispensabl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se objectives; 

(b) afford such undertakings the possibility of eliminating competition in respect of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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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FEU 第 101 條中聯合行為之要件 

1.第 1 項 

    在 TFEU 第 101 條第 1項之要件中，對於以合意等方式限制、妨

礙或扭曲競爭之行為，分為依目的(object)與依效果(effect)所為，可將

其分別稱為「目的型限制」與「效果型限制」。屬於目的型限制者，

只要能夠證明該合意有限制競爭之目的即足矣；效果型限制者，或許

合意本身上尚難判斷有無限制競爭之目的，必須證明該合意有現實或

潛在的限制競爭效果始認定其違反本項。兩者只要擇一即可該當本項

(因為是「or」)81，但兩者皆是要求有限制競爭始有可能違法。本項

亦適用於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但本計畫不討論此部分。 

   所謂目的型限制，乃指事業間之共同協議行為本身即可被認定為

具限制競爭的可能性。其主要的類型可參考歐洲委員會於 2014 年所

公告之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Guidance on 

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by object” for the purpose of defining which 

agreements may benefit from the De Minimis Notice」中對於聯合行為中

較為典型的 resrtiction“by object”的說明，(請參考本Guidance之中第 2

的 “By object”restrictions in agreements between competitors 部分)提

及價格協議 (Price fixing) 、市場分割 (Market sharing) 、數量限

(Agreements restricting output)、圍標(Bid rigging)、共同交易拒絕

(Collective boycott agreements)、資訊交換(Information sharing)以及限

制技術交易之當事人進行獨自開發或使用自身技術(Restrictions on 

carrying out R&D or using own technology )。而其中關於訊共享的類型

中，則提及交換個別事業之將來價格或供給數量 (future prices or 

quantities)可被認定屬於目的型限制。 

    而效果型限制是指難以直接認為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共同行為，

須個案判斷其是否具有限制競爭效果。具體而言，所謂有限制競爭效

                                                      
81

 Richard Whish & David Bailey, Competition Law,8th Ed,12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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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必須在相關市場 

中對於價格、產量、品質、產品創新性等競爭參數至少有其中一樣具

體或潛在之不利影響。限制競爭效果的產生，是來自於共同協議行為

至少對參與事業中之一之市場行為課予義務或有影響其行為之誘因

而發生的變化下，造成參與事業之間或參與事業與未參與事業間之競

爭受到限制。而判斷是否有限制競爭效果，須依個案在實際的法律規

範與經濟狀況的脈絡中，比較有共同協議行為的情況與無該行為的情

況，判斷參與事業間以及參與事業與未參與事業間是否有實際上或潛

在上限制競爭之效果發生82。 

2.第 2 項 

    違反本條之協議或決定應為無效。所以在民法上相關之契約或契

約條款會因而無效，不能要求契約當事人履行。此條規定解決了契約

上若有違反競爭法之條款，該如何判斷其效力的問題。目前台灣公平

法並未對此有所規定83，所以無法直接判斷契約條款或契約之效力。

因為公平法之相關規定並非強制禁止規定，或許需要透過民法第 72

條違反「公共秩序」(競爭秩序是公共秩序的一種)，來認定其無效。  

3.第 3 項 

    本項是關於排除適用第 1 項適用之要件規定。歐洲委員會對於符

合本條項要件之特定行為之共同行為，根據歐洲委員會理事規則之授

權，可以認定其免除適用第 1 項之規定，即所謂之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另外，根據 2003 年的審查程序規定84，個別的案件檢視

其是否符合本項之要件而有排除適用第 1 項之可能性，已不再需要再

向歐洲委員會提出申請取得認可之決定後始得為之，目前歐洲委員會

                                                      
82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水平協議指導原則), para.27，

29。 
83

 在修正前之公平法第 18 條有關限制轉售價格的規定，其內容有「有相反之約定

者，該約定無效」，也就是限制轉售價格之契約條款無效。但修正後之現行公平法

第 19 條則已無此規定。 
84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of 16 December 2002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OJ[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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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時只需檢討爭議之共同行為是否有適用第 3 項之可能性，若符合

該項之要件則可以免除第 1 項之適用。 

在本項中主要是檢視事業間的共同協議行為是否有產生促進競

爭的效果，相較於本條第 1 項中效果型限制，僅評估競爭限制的目的

或效果，本項則是會衡量限制競爭效果與促進競爭效果兩者間之輕重
85。而要如何判斷是否可以豁免第 1 項之適用，依據法條之要件主要

有四大部分，具體應考量要素與事項還可參考 2004 年所公告之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基本上：

(1) 事業間之共同行為必須有助於改進產品的生產或分配，或有助於

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簡言之，可以提高效率。而且必須是客觀上所

產生的利益需凌駕於限制競爭效果之上，不可以僅是增加參與事業自

己的利潤。(2) 限制行為是為實現前述目標所不可或缺，此時必須檢

視是否存在對競爭影響更小的方法。(3) 消費者必須能夠公平分享的

利益，以彌補其受到不可或缺限制所受到的影響。此時所論之消費者

不限於最終消費者，包含所有購入相關商品、服務者。(4)事業間之共

同協議行為不可產生排除參與事業間相關產品之重要部分之競爭，此

部分主要是比較有此共同協議行為與無此行為時，兩種情況的限制競

爭的程度差異，若對於價格、技術創新、新產品開發會造成阻礙的情

況，將很難該當本項86。此外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在第 3 至 7 章分別為

R&D 協 議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s) 、 生 產 協 議

(Production Agreements)、購買協議(Purchasing Agreements)、販售等商

業協議(Agreements on Commercialisation)、標準化協議(Standardisation 

Agreeements)，各自說明了如何適用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與第 3 項

之具體基準。 

簡言之，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與第 3 項間之關係是：第 1 項基

本上是檢視事業間之行為是否其目的或效果是否有阻礙、限制或扭曲

競爭，因而有影響加盟國間之商業活動之虞，即應禁止之。而即使該

                                                      
85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para. 48。 
86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para. 49，以及 2004 的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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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第 1項之共同行為，若符合第 3 項之要件，也可豁免第 1 項之適用。

其流程圖如圖 4-1： 

 

 

     

 

 

 

 

 

 

 

 

 

 

 

 

 

 

圖 4-1  歐盟條約 101 條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將此與我國公平法之第 14 條與第 15 條相較，公平法第 15 條對

聯合行為是採取「原則違法，例外許可」，若事業有第 1 項所列之八

項理由而有進行聯合行為之必要時，需要向公平會申請並獲得許可後

始得為之(申請許可制)，不得逕自進行之後，再主張符合第 15 條所

列之事由而阻卻違法之認定，我國公平法第 14 條並無如 TFEU 第 101

條第 3 項之個別豁免之規定。第 14 條對於聯合行為之定義，第 1 項

除了須「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

是否該當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 

是否為集體豁免之對象 

是否符合 TFEU 第 101 條第

3 項之個別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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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外，尚須「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後者有無可能成

為篩除具有促進競爭效果之聯合行為之要件？依上述之「原則違法、

例外許可」的原則下，若事業自認為基於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

之目的，符合第 15 條所列之事由而欲進行聯合行為，通常會是採取

事前申請許可模式，而非於行為後主張不發生影響市場供需功能或具

促進競爭效果。那麼檢視是否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要件意義何在?一

般認為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排除效果微小之聯合行為87。公平會也因

此於 2016 年參考各國實務與學界多能接受的「微小不罰」原則做成

「聯合行為不罰之認定基準」之行政解釋88，與歐洲委員會 De Minimis 

告示相同89，該微小不罰基準不適用於惡性卡特爾。我國公平法對聯

合行為之規範模式或許與 TFEU 第 101 條有所不同，但其第 3 項之個

別豁免規定下，斟酌是否符合該項要件而豁免適用第 1 項所衡量之要

件，亦可供我國公平會於事業依第 15 條申請聯合行為之許可時，做

為衡量准否時之參考。 

二、水平協議指導原則 

   歐盟對於水平聯合行為之相關 guideline，從最早期 1968 年的

(Notice concerning agreements, decision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公告開始，到 2001 年制定了水

平協議處理原則(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而 2011 年的修訂版(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87 王立達，「國際卡特爾、競爭法跨國管轄與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光碟機圍標案行

政法院判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255 期，205(2016）。 
88

 公法字第 10515600941 號：「有關公平交易法第 14條規定，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

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 10％者，推定不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

供需之市場功能；但事業之聯合行為係以限制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交易對象

或交易地區為主要內容者，不在此限。」 
89

 Commission on agreements of minor importance which do not appreci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 under Article 101(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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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將 2001 年版中

的各種共同行為的違法類型作更細緻的論述外，更新增了資訊交換

(information exchange)
90的章節。在 1968 年的公告中，有提及四種目

的的合意或資訊交換並未具限制競爭的效果，包括(一)意見或經驗的

交換(二)市場的共同調查(三)企業間及經濟部門間共同的比較調查

(四)共同做成統計或計算之模型。而另一方面，有限制競爭之虞的情

況則提及：事業間合意取得各事業自主且獨立的在相關市場中決定將

來行動所必要之情報；各事業個別利用共同的諮詢機構的行為本身並

不違法，但若涉及事業的活動自由受到限制或者相關市場中之事業活

動因而被調整的情況，就有發生限制競爭的可能性91。可以看見該公

告對於資訊交換的想法並非當然違法，若事業間自行交換資訊或者透

過第三機構進行，此等行為對於競爭的影響並不明確，必須個案判斷

之。但本公告有提及必須確保事業獨立自主的意思決定的意義所在，

也同時表示在產銷相同性質的商品的寡占市場，容易發生限制競爭的

情況92
。 

(一)資訊交換之評價與基準 

    此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在第二章交換資訊的部分，分為四個大題：

包括定義與範圍，在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之評析，在 TFEU 第 101

條第 3 項之評析以及案例。，可謂是目前對於資訊交換對聯合行為之

關聯性與評價提供最具體評論與基準的官方指導原則，對本研究計畫

主題而言，非常具有參考價值。事業間之資訊交換行為，可分為(1)

事業間本來就以共享特定資訊為目的而為之，以及(2)是為了其他協議

行為，而以資訊交換為手段93，後者有機會成為構成聯合行為之手段。 

    因為如同前述，資訊交換有限制競爭的可能性，亦有促進競爭的

                                                      
90  在本指導原則第二章「Gemeral Priniciples on the Competitive Assessment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91

 齊藤高広，「EU競争法における情報交換活動の規制（一）」，法学新報（中央大

学法学会），80(2011)。 
92 同前註，84。 
93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 para.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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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目的與效果的可能，因此具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間交換資訊之行

為在 TFEU 第 101 條之下，就要檢視其是否有可能符合第 3 項之要件

而排除第 1 項之適用。如何評斷資訊交換行為之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

之效果：首先，(1)所謂有促進競爭效果的資訊交換，乃指若對於市場

中之事業而言可以降低蒐集市場狀況相關資訊之費用，而消費者等需

求者亦能共享之，則可以解決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資訊共享可以幫助

企業節約成本、減少庫存，也可加快對消費者遞送易腐產品的速度，

或者應對不穩定的需求等。進而透過資訊交換可通過降低搜索成本和

改善選擇，而直接使消費者受益94。(2)而所謂限制競爭效果之資訊交

換，主要是指具競爭關係之事業間共享價格、產量等具戰略性的重要

資訊，將會降低事業各自獨立決定事業活動之意思決定之基礎，加強

彼此間之依賴性。資訊交換的競爭性結果取決於所發生市場的特徵

（如集中性，透明性，穩定性，對稱性，複雜性等）以及資訊的類型，

可能會改變相關市場環境趨向協調(coordination)。再者，若資訊交換

本身是以決定價格、產量等作為目的的情況，此一行為則可能構成目

的型限制。尤其是當資訊交換成為監督參與者是否遵守協議內容，作

為確保聯合行為實效性的手段時，該資訊交換行為將被評價為聯合行

為的一部分95。具體而言，事業之間交換什麼樣的資訊屬於敏感而有

成為合意聯合行為之可能性，而哪一些資訊又屬於沒有限制競爭之目

的或效果，可從本指導原則看出一些端倪96。 

 

1.是否為戰略性資訊(Strategic information)   

   競爭者間交換戰略性資料，有可能降低市場戰略的不確定性，相

較於交換其他類型的資訊，更有可能違反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分

享戰略性資料可能會產生限制競爭的影響，乃因可透過降低競爭的誘

因來減少成員的決策獨立性。所謂戰略性資訊，具體可包括價格（例

                                                      
94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 para.57。 
95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 para.58,59。 
96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 para.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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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際價格，折扣，增加，減少或回扣），顧客名單、生產成本、數

量、營業額、能力、品質，行銷計劃、風險、投資、技術和研發相關

的計畫與成果等。其中，與價格和數量相關的資訊是最具戰略性的，

其次是關於成本和需求的資訊。然而，對於從事研發方面的事業，則

技術資料可能是最具戰略意義的。資料的戰略性用途也取決於其是否

具整合性(aggregation)和新舊(age)，以及市場背景和交換頻率。   

2.參與資訊交換之事業之市場覆蓋率是否夠大(Market coverage) 

    有可能對競爭產生限制性效果的資訊交換，參與交換的事業必須

有相當大的市占率(占相關市場相當大的部分)，否則，不參與資訊交

換的競爭對手可能會抑制所涉事業的任何反競爭行為。例如，未參與

資訊交換行動的事業定價低於協調價格的水平，可能會威脅到共謀結

果(collusive outcome)的外部穩定。 

    構成「市場相當大的一部分」(a sufficiently large part of the market)

不應抽象定義，而是取決於每一案件的具體事實和有關資訊交換的類

型。但是，如果在水平協議的方式下進行資訊交換，且不超出其履行

之所需，此時市場覆蓋率低於本準則相關章節之規定、相關的豁免條

例或“the De Minimis Notices”中所訂之市占率，這些資訊交換行為通

常不足以產生限制競爭性的效果。 

3.整合性或者個別性資料(Aggregated/individualised data) 

    交換真正整合性資料，與交換個別公司層級資料相比，不太可能

導致限制競爭效果。由貿易組織或者市場情報公司收集和出版的整合

性市場資料（如銷售數據，能力數據或投入和成分成本數據等）可能

會使供應商和顧客受益，使他們能夠更清楚地了解某區塊之經濟狀況。

這樣的資料收集和出版可能使市場成員做出更明智的個別選擇，以便

有效地適應市場條件。更廣泛地說，除非是在牢固的寡占下進行，否

則整合性資料的交換不太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相反地，個別性

資料的交換有助對市場和懲罰策略的共識，允許參與協議的事業挑選

出偏差者或進入者。然而，即使整合性資料的交換，也不能排除可能

有助於具有特定特徵的市場產生共謀結果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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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牢固和穩定的寡占市場，交換整合性資料的成員可以自動地確認

有人偏離了共謀結果，並採取全市場性的報復措施。換句話說，為了

保持共謀的穩定，事業可能並不一定需要知道誰偏離了，只要認識到

“有人”偏離了便足夠。 

4.資訊的新舊(Age of data) 

    歷史性資料(historic data)的交換不太可能導致共謀結果，因其不

太可能表述競爭對手的未來行為或提供在市場上的共識。另外，交換

歷史性資料不太可能有助於監測偏差，因為數據越舊，要作為及時檢

測偏差並迅速報復的威脅，就越沒有效果。簡言之，資料夠舊，就難

以為競爭帶來風險。資料是否真正具有歷史性，取決於相關市場的具

體特徵，以及特別是該產業價格再議的頻率。另外，判斷資料是否具

歷史性的基準，還取決於資料的性質、整合、交換頻率和相關市場的

特徵（例如其穩定性和透明度）。 

5.資訊交換的頻率(Frequenc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資訊的頻繁交換有助於更了解市場和監測偏差，因而增加了共謀

結果的風險。 與穩定的市場相比，在較不穩定的市場中，可能需要

更頻密的資訊交換來促進共謀結果。在有長期契約的市場（表示價格

重新談判並不頻繁），較不頻繁的資訊交換通常也足以實現共謀結果。

相較之下，不頻繁的資訊交換往往不足以實現屬短期契約型市場所需

要頻繁重新議價的共謀成果。然而，資料的交換達到足以促進共謀成

果的頻率，須取決於資料的性質、新舊和整合性。 

    

6.交換的是公共/非公開的資訊(Public/non-public information) 

    一般來說，交流真正公開的資訊是不太可能構成違反 TFEU 第 101

條。真正的公開資訊是對所有競爭者和顧客通常可平等接觸的資訊

（在訪問成本方面）。真正公開的資訊，對於與交換系統無關的顧客

和事業獲得這些資訊應該不會更昂貴。因此，競爭者們通常不願意選

擇以平等的方式交換他們從市場上收集的資料，所以實際上交換真正

的公開資料似乎是不可能的。相較之下，即使這些資料是競爭者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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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公共領域( in the public domain)進行交換，如果收集數據所涉及

的成本使其他事業和顧客斷念這樣做，則不是真正公開的資訊。收集

市場資訊（例如從客戶收集資訊）的可能性，並不一定意味著此類資

訊是競爭對手容易獲得的市場資料。 

    即使是公開提供的資料（例如，監管機構公佈的資訊），競爭者

間若存在著交換附加訊息，若其進一步降低市場的戰略不確定性，則

可能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增加的資訊即可能是破

壞市場平衡達到共謀結果的關鍵。 

7.公共/非公開地交換資訊(Public/non-publ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相較於前一個基準討論所交換的是否屬公開的資訊，本項目主要

著眼於交換資訊的方式是否公開。如果能使所有競爭對手和顧客能夠

平等地接近交換的資料（就進入成本(costs of access)而言），則資訊交

換是真正地公開。 若公開地交換資訊可能會降低市場上共謀結果的

可能性，使得非參與協調的公司，潛在競爭對手以及顧客可能抑制對

競爭潛在限制競爭的影響。 但是，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即使

真正公開的資訊交換也可能促成市場上共謀的結果。     

 

     以上七點判斷事業間交換的資訊是否足以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

判斷，提供了相當具體的基準。但也可從其說明中可得知，這些’並非

絕對性的基準，還尚須考量個案之產業特性、進行交換之事業之其他

附隨行為等進行判斷。 

(二)案例  

   從上述的幾個判斷基準，本指導原則更進一步以案例式的說明，

以能夠具體了解哪些市場條件下交換哪一些資訊可能有該當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的要件，且又分為依目的或效果討論之；而那些情況又

是屬於可能該當第 3 項而得不適用第 1 項。以下七個案例中，第 5 個

案例曾出現在指導原則的草稿(draft)，但正式的公告(notice)則並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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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案例 1：交換預期的未來價格作為限制的目的(Exchange of intended 

future prices as a restriction by object) 

(1)情境 

    X 國的長途巴士公司所組成之事業團體協會僅向其成員之長途巴

士公司傳送有關預期未來價格的個別化資訊。資訊包含幾個要素：比

如票價和票價適用的路線，以及這種票價可能會受到的限制，如哪些

消費者可以買到它，是否需要提前付款或作最少停留，車票可以依既

定票價出售的期限（首票和末票的日期），以及既定票價的車票可用

於旅行的時間 (最初與最終日期)。 

(2)分析 

   分析：這種資訊交換是透過事業團體的決議所引起，涉及競爭對

手的定價意圖。這種資訊交換是達成共謀的一個非常有效的工具，因

此是具限制競爭之目的。這是因為如果這些巴士公司知道競爭對手打

算收取更高的價格，就可隨時更改所宣布的價格。這使得這些巴士公

司能夠共同達到更高的價格水平，而不會導致失去市占率。例如，A

公司在今天宣布調漲下個月由城市 1 到城市 2 路線的票價，由於所有

其他長途巴士公司都可以取得此資訊，A 公司可以等待並觀看其競爭

對手對該價格公告的真實反應。如果同一路線上的競爭對手 B 公司也

將價格調漲到相當水平，那麼 A 公司的公告將保持不變，然後真的調

漲。但如果 B 公司未跟著漲價，那麼 A 公司仍可以修改其票價。持續

調整到大家同趨於一個反競爭的價格水平。此種資訊交換難以符合第

101 條第 3 項之要件，因資訊的交換僅限於競爭對手，而長途巴士公

司的顧客無法直接受益。 

 

2.案例 2：交換當今價格，為消費者帶來充足效益(Exchange of current 

prices with sufficient efficiency gains for consumers) 

(1)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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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旅遊局與 X 國的長途巴士公司同意透過免費網站傳遞有關長

途巴士價格的資訊(與上面的例子相反，消費者可以根據交換的價格和

條件購買車票，因此它們不是未來的價格，而是當前和未來服務的現

額)。包含幾個要素，比如票價和票價適用的路線，以及這種票價可能

會受到的限制，即那些消費者可以買到它，是否需要提前付款或作最

少停留，以及既定票價的車票可用於旅行的時間等。在 X 國的長途巴

士與火車和航空旅行皆為不同的市場，該相關市場的特徵是集中，穩

定，且相對不複雜。 

(2)分析 

   這種資訊換並不構成以限制競爭為目的。這些公司正在交換當前

的價格，而不是預期的未來價格，因為他們已經依照這些價格銷售車

票（與範例 1 不同）。因此，這種資訊交換不可能構成能達成協調共

識的有效機制。然而，鑑於數據的市場結構和策略性質，這種資訊交

換卻可能成為監測是否與共謀結果產生偏差的有效機制。因此，這種

資訊交換可能會對第 101 條第 1 項定義上的競爭產生限制性的影響。

然而，如果由於監測偏差的可能性而導致對競爭的一些限制性效果，

但資訊交換亦可能使消費者獲得效益，並且可能超過限制競爭之效果。

與案例 1 不同的是，此例的資訊交換是公開的，消費者可以在交換的

價格和條件下實際購買車票。因此，這種資訊交換可能透過降低搜索

成本和改善選擇使消費者直接受益，從而也刺激價格競爭。故在此種

情況下有可能符合第 101 條第 3 項之要件。 

 

3.案例 3：從交換資訊中推導出當前價格(Current prices deduced from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d)  

(1)情境 

   位於 A 國首都的豪華飯店，在非複雜且集中的市場中，形成牢固

且穩定的寡占(且大致同質的成本架構)，而有別於其他性質的旅館，

可以界定成一個相關市場。這些飯店直接交換有關當前入住率和收入

的個別資訊。由此等資訊交換中，各方可以直接推斷其實際的當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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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2)分析 

    除非發現未來行為的意圖，否則這種資訊交換原則上不構成以限

制競爭為目的之行為，因為這些飯店所交換的是現在的數據，而不是

預期未來價格或數量的資訊。然而，資訊交換有可能具第 101 條第 1

項所謂之限制競爭效果，因為知道競爭對手的實際當前價格，將有可

能導致事業競爭行為的協調（即協調一致），有可能用於監測與共謀

結果所產生的偏差。資訊交換增加了市場的透明度，飯店經常性公佈

其定價，也會因為協商、早期預訂、集體預訂等因素，而對定價進行

各種折扣。因此，飯店之間非公開交換的增額或邊際資訊在商業上是

敏感的，例如：在戰略上有用的資訊。這種資訊交換可能導致共謀的

結果，因為涉及了各方構成了在一個涉及長期競爭關係下緊密、非複

雜和穩定的寡占（反復互動）。另外，飯店的成本結構基本上是相同。

最後，消費者和市場參進者都不能限制現存事業的反競爭行為，因為

消費者的購買力不大，進入門檻也較高。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不可

能展現信息交流帶來的任何效率增益，而此效益傳遞給消費者的程度

將超過對競爭的限制性影響。因此，不能符合第 101 條第 3 項的條件。 

 

4.案例 4：標竿利益：未滿足第 101 條第 3 項之基準(Benchmarking 

benefits – criteria of Article 101(3) not fulfilled) 

(1)情境 

    三家大型公司在一個穩定，複雜，集中的市場中佔有 80％的市占

率，具有高度的進入門檻。此三家大型公司非公開、頻繁地直接在彼

此之間交換有關個別成本的資訊。這些事業透過此方式將他們的表現

與其競爭對手進行比較，從而打算提高效率。 

(2)分析 

   這種資訊交換原則上不構成以限制競爭為目的，因此對市場的影

響需要進行評估。由於市場結構，數據呈現的個別化並覆蓋相關市場

之相當，資訊交換有可能導致共謀的結果，而引起第 101 條第 1 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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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之限制競爭效果。此行為不太可能符合第 101 條第 3 項的標準，

因為要透過限制性較低的方法來實現所要求之效率性收益，應該是例

如通過第三方收集，匿名化和以某種形式的行業排名匯總數據等。最

後，在本案例的情況，由於雙方形成了非常牢固，非複雜和穩定的寡

占，即使交換匯總數據，也可能促成市場的共同結果。然而，如果這

種資訊交換發生在不透明，零散，不穩定和複雜的市場，則另當別論。 

 

5.案例 5：歷史數據(Historic data)  

(1)情境 

   事業在一個以短期合約為特徵的產業，每三個月重新談判價格。

彼此直接交換三年期的價格數據。 

(2)分析    

在三個月內進行續約和價格重新談判的情況下，三年期數據屬歷

史資訊，但此資訊的交流不太可能導致此市場上發生共謀的結果，而

產生對第 101 條第 1 項意義上的限制競爭效果。 

 

6.案例 6：真正地公開資訊(Genuinely public information) 

(1)情境 

   A 國四家擁有所有加油站的公司，通過電話交換當前的汽油價格。

他們聲稱，這種資訊交換不會對競爭產生限制性的影響，因為資訊是

公開的，而且這些資訊會顯示在每個加油站的大型顯示板上。 

(2)分析 

   通過電話交換的定價數據並非真正公開，只是節省成本的方式，

對參與公司提供訊息優勢。想要獲得相同信息的消費者和進入者需要

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運輸成本，因為他們必須去不同的加油站，查看板

上顯示的價格來收集信息。這樣做的成本可能非常高，以至於無法獲

得信息，而是交換信息。另外，交易是有系統性的，它涵蓋了整個相

關市場，是一個牢固，非複雜，穩定的寡占。有可能為競爭對手的定

價政策創造相互信任的氣氛，從而導致共謀的結果。因此，這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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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可能產生第 101 條第 1 項中所謂的限制競爭效果。 

 

7.案例 7：改進需求的合致以增進效率(Improved meeting of demand as 

an efficiency gain)  

(1)情境 

    市場上有五家新鮮瓶裝胡蘿蔔汁的生產商。該產品的需求非常不

穩定且具異質性，胡蘿蔔汁必須在生產之日起一天內銷售和消費。五

家業者建立一個獨立的市場調查公司，每天在每個產出點收集有關未

售出果汁的資訊，在下一周於其網站上以整合每個產出點的形式發布。

根據公佈的統計數據，使生產者和零售商能夠預測需求並更好的產品

定位。在沒有資訊交換系統的情況下，生產者表現出明顯的市場失靈。

也就是說，在落實資訊交換之前，零售商報告了大量的廢棄果汁，因

而減少了從生產者那裡購買的果汁的數量。因此，由於零售商的風險

規避，在一些時期和地區，經常出現未被滿足的需求的例子。允許更

好地預測供過於求和供應不足的資訊交換系統，大大減少了未滿足的

消費者需求的情況，並增加了市場上的銷售量。 

(2)分析 

  即使市場相當集中，交換的數據也是最近的並具戰略性(recent 

and strategic)的，但這種交換不太可能促成共謀的結果，因為在這樣

一個不穩定的市場中並不可能發生串共謀結果。 即使交易造成一定

風險，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因此需求增長的地方的增加供應量，需求

下降的地區的降低供應量，可能會減消潛在的限制效果。資訊以公開

和整合性的形式進行交換，與非公開和個別化相比，反競爭風險較低。 

因此，此種資訊交換的行為並不超出糾正市場失靈所必需，有符合第

101 條第 3 項要件的可能性。   

三、案例 

    探討過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對於資訊交換行為是否具限制競爭之

目的或效果的判斷基準與案例說明，以下說明兩個重要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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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蕉案 

   香蕉案值得討論的部分在於本案並非具競爭關係之事業間有共同

合意價格之行為，而是兩兩各自交換資訊的模式。 

   香蕉案97是起源於有幾家進口及販賣香蕉之事業，包括 Dole(有

Dole Food company, Dole Fresh Fruit Europe以下簡稱「Dole」)、Chiquita 

Brands International Inc.（以下簡稱「Chiquita」）、Fresh Del Monte 

Produce, Inc.（以下簡稱「Del Monte」） 而 Del Monte 另透過持股有

對 Internationale Fruchtimport Gesellschaft Weichert & Co.KG (以下簡

稱「I-W」)有影響支配力。 這幾家公司在奧地利、比利時、德國、

盧森堡等北歐各國，每週透過定期船班將香蕉運送至歐洲港口進行交

易。參與價格資訊交換之事業市占率約 40%以上。 

    這些事業在每周四會先對顧客提示估價(quotation price)，然後再

與需求者間對價格進行交涉，或者與需求者間所簽訂之契約中的價格

計算，再決定實際價格(actual price)。在這樣的交易價格決定模式下，

Dole 和 I-W 之間以及 Dole 與 Chiquita 之間都各自都在公告估價前進

行商談等行動，他們各自都是進行交換自家的估價資訊，而這樣的行

為是非常頻繁(幾乎每周)，雖然 I-W 與 Chiquita 之間並無聚會，但

Chiquita 會透過 Dole 來了解 I-W 與 Del Monte 的相關資訊，但 I-W 則

表示對於Dole與Chiquita間的經常性的會晤與資訊交換等無所知悉。

所以歐洲委員會認為 Dole 與 Chiquita 之間的行為屬於單一且繼續性

之違反行為，構成 EC 條約第 81 條(現行之 TFEU 第 101 條)以限制競

爭為目的之行為，I-W 因與 Dole 間之行為也應該負部分責任(因為 I-W

對 Dole 與 Chiquita 間之行為並無知悉，也無從 Dole 處得知 Chiquita

之相關資訊)。而最後歐洲司法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亦認同此等事業間之資訊交換是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違法行為
98。 

                                                      
97
 Case-286/13P 

98
 Ariel Ezrachi, EU Competition Law—An Analytical Guide to the Leading Cases, 5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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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司法法院的幾個核心思考很值得注意。首先是認為事業間之

調整行為若對於市場競爭有相當程度之侵害時，就無需再細究該行為

之效果。再者，事業間之調整行為對於相關市場之競爭明顯有所侵害

時，要判斷該行為是否該當 EC 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現行之 TFEU 第

101 條)之以限制競爭為目的，除了必須檢視行為之目的以及經濟與法

律上之情況，也必須考量行為事業之意圖。最重要的是，強調歐洲市

場境內的經濟主體所採取之行動應該獨立決定之(強調獨立性)，但此

並非否定事業對於競爭者之行為有合理的對應跟反應，只是若透過事

業間彼此直接或間接之接觸，而對市場上現存或潛在競爭者之行動產

生影響，這樣的接觸行為應不被允許。針對競爭者間之資訊交換行為

則指出，若減少或除去市場動向之不確定性，其結果造成事業間的競

爭被限制的情況，乃違反競爭法。 

    在本案，看似已公開的價格與顧客交易，但實際上競爭者間卻在

公開價格前進行價格商談，而且未直接參與商談者也藉由參與者得知

商談結果，所以仍構成違反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之行為。 

 

(二)T-Mobile 案 

   發生於荷蘭國內的 T-Mobile 案99，是 T-Mobile 公司等五家經營移

動通訊網的事業，在 2001 年當時合計共占相關市場約近百分百之市

占率，彼此之間透過一次性的集會交換資訊之案件。本案的特殊性，

在於事業間對於系爭議題僅進行過一次集會商談，是否該當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EC 條約第 81 條)所謂之協調性行為。 

    此五家事業的人員於 2001 年 6 月 13 日的會面，討論以同年 9 月

1 日為始期的事後支付契約中對於販售業者在基準報酬額是否減額的

部分進行討論100。對本案僅一次的會議與討論，歐洲司法法院認為，

判斷協調行為與是否有反競爭目的，在資訊交換的部分，還是強調在

                                                                                                                                    
Ed, 175(2016)。 
99

 Case C-8/08. 
100

 Ariel Ezrachi, EU Competition Law—An Analytical Guide to the Leading Cases, 5th 

Ed, 17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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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市場的各經濟主體必須獨立決定自己的行動方針(獨立性)，但並

非要剝奪其面對競爭者之行動或預期之行動能夠正確應對的權利。這

個觀點，前述的香蕉案中法院亦是表達相同見解。並特別指出在高度

寡占市場(本件參與聯合行為者之市占率總和近百分百)，透過資訊交

換認識自己的市場地位以及競爭者之戰略，很可能讓競爭者間之競爭

受到某程度的限制。因此，若事業間之資訊交換會降低或除去事業活

動之不確定性，而限制事業間之競爭時，應違法而被禁止之。至於僅

一次的會議該如何評價，本案之參與事業主張應該是定期會議並互相

了解交換了機密的資訊，才能推定參與的事業是基於此協調行動來決

定自己的行動。對此主張，法院認為並不是次數的問題，不論是一次

或數次，只要參加者據此決定自己的市場行動，為透過相互協力來取

代競爭的風險而與競爭者交換資訊，即使是一次的會議，也可認定該

會議的協調行為與各事業之市場活動有因果關係。這是對資訊交換行

為可認定為聯合行為之手段並具有限制競爭的目的，有相當重要的意

義。當交換資訊行為的限制競爭目的(效果亦是)明顯，交換的次數並

不重要。 

 

第二節  日本法與資訊交換 

  

    日本獨占禁止法101(相當於我國之公平法)對於資訊交換並無直接

規定，但實務上亦認為競爭者間之資訊交換可作為無直接證據時重要

之間接證據。因此，從過去的的事業團體法到目前的事業團體之事業

活動指導原則皆論及資訊交換對競爭的影響，實務上的案件也看見對

於資訊交換之評價。 

 

                                                      
101

 其正式名稱是「有關私的獨占之禁止與公平交易之確保之法律」(「私的独占の

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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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獨占禁止法之規定 

(一)聯合行為之一般性規定 

   獨占禁止法中的「不當之交易限制」102即是聯合行為，本法第 3

條規定：「事業不得為不當之交易限制(以下為求用語的一致，亦統稱

為「聯合行為」)」。其定義係規定於第 2 條第 6 項：「所謂不當之交

易限制，乃指事業間不論是藉由契約、協定或其他任何名義，決定、

維持或提高價格、或者限制數量、技術、製品、設備或交易相對人等

相互拘束或遂行此等事業活動，因而違反公共利益，實質上限制一定

交易範圍之競爭」103。共同為之、相互拘束或共同遂行是行為要件；

而違反公共利益104以及實質上限制一定交易範圍之競爭則為效果要

件105。 

 

(二)事業團體 

 

    我國公平法過去在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中將同業公會列入本法規

                                                      
102

 「不当な取引制限」，一般亦稱「カルテル（cartel）」。 
103

 其原文是：「この法律において「不当な取引制限」とは、事業者が、契約、協

定その他何らの名義をもつてするかを問わず、他の事業者と共同して対価を決定

し、維持し、若しくは引き上げ、又は数量、技術、製品、設備若しくは取引の相

手方を制限する等相互にその事業活動を拘束し、又は遂行することにより、公共

の利益に反して、一定の取引分野における競争を実質的に制限することをいう。」 
104

 有關「違反公共利益」的部分：所謂公共利益，在學說上有幾個見解，包括(1)

是指自由競爭經濟秩序的維持本身。(2)是指更高層次，包含生產者、消費者之國民

經濟整體之利益，或者(3)是指為維護中小企業、消費者等經濟從屬者或弱者之利益，

以第(1)說為主要通說。但基本上還是以獨占禁止法之立法意旨、目的為出發討論之。

請參考舟田正之，「公共の利益」，收錄於経済法判例・審決百選，別冊ジュリスト，

第 199 期，16-17(2010)。 
105

 泉水文雄，「不当な取引制限(1)ハードコア・カルテル(1)価格カルテル等」，法

学教室，第 420 期，135(2015)。 

 金井貴嗣，「入札談合の不当な取引制限該当性――多摩談合事件最高裁判決の検

討」，中央ロー・ジャーナル，第 10 卷第 4 號，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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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對象「事業」之一，而 2015 年的修法特增訂本條第 2 項「事業所

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視為本法所

稱事業。」106。將同業公會別於一般事業，並與其他事業團體另列於

第 2 項，只是仍將其「視為」事業而成為公平法規範之行為主體。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本法所稱之事業是指

從事商業、工業、金融業或其他事業者」，而後段則是「從事有利於

事業之行為之幹部、員工、代理人或其他人員，有關適用次項或第三

章規定時，視為「事業」。第 2 項另對「事業團體」定義為：「本法所

稱之「事業」，乃指以增進事業之共通利益為主要目的之兩個以上之

事業之結合體或聯合體，包含下列型態者。但，不包含兩個以上事業

之結合體或聯合體有資本或者成員事業出資，以營利為目的將商業、

工業、金融業或其他事業之經營作為主要目的，且現在仍正經營事業

中之情況。1.兩個以上事業為社員(或相當社員)之社團法人或其他社

團。2.兩個以上事業能夠支配理事或管理人之任免、業務之執行或其

存立之財團法人或其他財團。3.兩個以上事業為組合員之組合或根據

契約兩個以上事業之結合體」。第 8 條至第 8 條之 3 規定則是規定禁

止事業團體從事之行為(第 8 條)107，違法時排除措施之適用(第 8 條

之 2)，以及對成員事業之課徵金以及課徵金減免之適用(第 8 條第 3

項)。 

    獨占禁止法對於事業團體另為定義之外，並具體明文規範禁止從

事之行為類型，與違法後相關之處分方式。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2 項

對於事業團體之定義基本上與我國公平法第 2 條第 2項相似，並不限

於同業公會；而獨占禁止法第 8 條至第 8 條之 3 所禁止之行為類型仍

                                                      
106

 修正理由為：鑒於事業常藉由同業公會為違法行為，故現行條文第三款明定同業

公會為本法之事業，納入規範。惟倘事業藉由組成同業公會以外之團體為違法行為，

因非屬同業公會組織，且該組成團體不符法所稱事業。合現行條文第四款「提供商

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要件，將造成無法歸責之法律漏洞，爰明定依法設立及促進

成員利益之團體，視為本法之事業，並將現行條文第三款移至第二項合併規範。 
107
 獨占禁止法第 8條禁止事業團體從事之行為有五大部分：(1)實質上限制特定交

易範圍(相關市場)競爭之行為。(2)本法第 6 條所規定之國際協定或國際契約。(3)

限制一定之事業領域中現在或未來之事業數量。(4)不當限制成員事業(指事業團體

中構成員之事業)之作用或活動。五、使事業從事該當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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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脫為本法所規範之相關限制競爭行為與不公平交易方法，處分內容

亦是排除措施與課徵金為主。至於為何要特別將事業團體另作定義以

及相關規範，大約有幾個思考：1.事業團體雖多是由具競爭關係之事

業為成員所組成，但團體本身並不從事營業(若事業團體本身也從事

營業等事業活動，根據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2 項但書並不屬於本

項之事業團體。應是以一般事業對處之)。2.事業團體之成員多是從事

相同或類似事業活動之事業，透過團體來交換資訊或共享資訊是為常

見。從正面角度觀之，事業間彼此交換分享產業現狀、社會經濟狀況

等資訊，有助於事業對重要資訊之取得，透過討論還能有更深度的理

解，有助產業提升與個別事業之競爭力成長。但，此具競爭關係之事

業間亦可能透過事業團體來進行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不論在台灣或日本，事業間常透過同業公會交流產業的相關資訊。

不可否認，有些資訊是有利於產業的發展而有其必要性，卻也有藉此

促成聯合行為的可能性。因此，有許多業者無法自行判斷哪一些資訊

的交換是可受允許，哪一些又可能構成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成為事

業或同業公會所關心的議題。面對事業開始關心如何使自己不違反公

平法，或者進行國際貿易者還關心其他國家或組織之競爭法規範，甚

至已開始自定競爭法遵法規章(compliance)，公平會制定了「企業關於

反托拉斯之遵法行為守則」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企業訂定反托拉

斯遵法規章之處理原則」。在「企業關於反托拉斯之遵法行為守則」

中「三、聯合行為」的部分，即是說明了交換敏感資訊的問題108，其

                                                      
108 （1）與競爭者接觸或訂定任何約定前，或參與同業公會會議前，應要求主辦者

提供議程，並先諮詢反托拉斯法專業人員對該行為是否有違法疑慮之評估意見。（2）

當競爭者有意討論與競爭有關之敏感資訊（如價格、數量、產能利用率、交易對象…

等）時，應立即拒絕並離開，並立即向上司或遵法部門人員報告。（3）對於產業間

流通之書信、電子郵件及電話簡訊等內容應保持高度警覺性，並應以書面紀錄與競

爭者間的會議、電話、或會面之時間、地點、內容以及明確答復不能談論敏感資訊

之立場。（4）對於競爭者價格資訊取得來源應僅限於取自公開訊息平台，或是公會

彙整之過去總體資料。（5）應留意產業分析師或市場調查機構所詢問題，如所回復

內容與公司未來定價有關，亦有可能會被認為構成違法協議。（6）應避免與同為競

爭者之朋友討論業務相關內容，並應避免以個人郵件或電話進行業務上之聯絡。（7）

不要以電子郵件、電話、簡訊、會議、或在同業公會開會等社交 場合與競爭者討

論和競爭有關之敏感資訊，例如價格（包括過去、現在與未來）或可能影響價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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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出之原則與上述之歐盟「水平協議指導原則」之原則非常近似。 

(三)事業團體之事業活動指導原則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雖然於事業間進行資訊交換行為並無具體規

範，但日本公平會所制定之相關指導原則中較具體提到此一議題的是

「有關事業團體活動之獨占禁止法上指導原則(事業者団体の活動に

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本指導原則的制定起源於獨占禁止法

制定之目的除了事業，同時對於屬事業結合體之事業團體亦須禁止其

有限制競爭或阻礙競爭之行為，當發生此等行為時必須排除之，藉此

促進公平且自由之競爭。而本指導原則是針對事業團體在何種活動下

有可能成為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透過具體舉例說明，期待可以達到

防止事業團體之違反獨占禁止法行為109。實則在本指導原則之前日本

曾有事業團體法(事業者団体法)110制定於 1948 年廢止於 1953 年。在

如此早期，該法第 5 條禁止行為第 1 項第 4 款中指出：「有關將來的

對價、將來的販賣條件或顧客分類等資訊的流傳散佈」不得為之；並

於第 4 條的容許活動中第 1 款提到:「基於自由意思提供統計資料，

以及公開刊登非關明示特定事業之資訊或狀態之整合資料」。可以看

出在當時即對於事業團體之資訊交換已有相當明確之方向與了解。 

    本指導原則共對 12 種與獨占禁止法有關事業團體的實際事業活

動提出說明與舉例，其中第 9 種事業活動即是資訊活動111
(資訊的日文

稱為「情報」)。在第 9 種的資訊活動中首)先在第(1)點中提及資訊活

                                                                                                                                    
資訊、交易條件、產量、庫存量、交易對象、交易條件、營業策略、市占率分配等

議題。（8）不要以公告或發布新聞之方式，也不要藉同業公會之名召開會議，讓競

爭對手配合自身一起調整價格、產能，製造競爭者討論競爭敏感資訊之機會。 
109 「事業者団体の活動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指針」，はじめに。 
110 法律第百九十一号（昭二三・七・二九）。 
111 「事業者団体の活動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指針」第 2 事業者団体の実際の活動

と独占禁止法 

 共列 12 種事業活動：(1)價格限制行為。(2)數量限制行為。(3)顧客、銷路等限制

行為。(4)設備或技術的限制行為。(5)參進限制行為。(6)不公平交易行為。(7)有關

種類、品質、規格等行為。(8)有關營業的種類、內容、方法等。(9)資訊活動。(10)

經營指導。(11)共同事業。(12)公的規範、行政等關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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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多樣性與正面作用。因為事業團體對於該產業相關之產品知識、

技術動向、經營知識、市場環境、產業活動實際成果、立法與行政之

動向、社會經濟情勢等相關客觀的資訊進行蒐集，並提供給團體的成

員、相關產業及消費者，此等活動是為了能夠確切把握對社會於該產

業公共性的需求與期待並因應之，並提升消費者的便利性、以及可以

掌握並介紹該產業之現狀等種種目的。這些資訊活動很多並無違反獨

占禁止法之問題。 

   然而另一方面，在第(2)點中指出具競爭關係之事業們透過事業團

體的資訊交換與流通，就可能讓相互間對於與現在或將來的事業活動

相關之價格等重要競爭發生預測的效果。對此，本指導原則提出舉出

會構成違反獨占禁止法的類型，並舉出實際上構成違法的具體案例；

再另外舉出原則上不違法的資訊交流。 

1.有違法之虞的事業團體活動 

   若透過這樣資訊的交流或交換活動，成員的事業間對於有關限制競

爭達成默契的了解或者形成共同的意思，這樣的資訊活動就成為限制

競爭行為之手段、方法，原則上應構成違法。 

(1)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8 條 

A.價格決定、限制轉售價格。B.數量限制。C.交易相對人之限制、市

場分割。D.新增設備限制。E.參進限制。此等行為各自該當本指導原

則中所提到之可能違法行為之第 1 種之價格限制行為以及第 5 種之限

制參進行為。 

(2)若事業團體透過上述之資訊活動，在事業間形成對價格、數量、顧

客、通路、設等限制競爭有關之合意，共同對於相關市場之競爭造成

實質上限制時，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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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舉例部分 

   本指導原則舉了八大類型的案例(9-1 到 9-8)112，在 9-1 的部分提出

資訊交換而違法的案例，9-2 到 9-8 的部分是舉出基本上不違法的類

型。 

 

 (1)違法案例 

  A.石油製品販売業者団体事件(昭和五四年（勧）第九号） 

   這是一件販售石油製品的事業團體事件。相關業者中有經營責任

者組成「社長會」，以及供油所所長級為成員的「販售會」(セールス

会)」，在合同會議中，交換有關揮發油的進貨價格上升的預測資訊，

以及討論零售價格的漲價，另外在相關團體還有合同的幹部會議中對

於漲價環境的調整準備等進行討論之後，相關成員決定了揮發油零售

價的漲價目標價格，被認定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現

行法第 8 條第 1 款)。 

B.ビニルタイル製造業者事件（昭和五四年（勧）第八号） 

   有四家塑膠材質地磚製造業者，藉由所屬的事業團體理事會等多

次的聚會，在會中對於市場現狀交換資訊的同時，對於市場上流通產

品的漲價幅度、上漲後的價格的可能狀況等交換意見，而且更進一步

將協議結果、具體價格決定，透過擔任團體會長的其中一家公司社長，

把這些資訊提示給各家事業，而各家業者也互相告知漲價實施期間等

事項。因此，後來各事業的漲價行為被認定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3 條。 

C.塗料原料用エマルジョン製造販売業者事件（昭和六三年（勧）第

五号） 

   有塗料原料用乳化劑製造業者 10 家，為了相互間可以進行協調而

組成一個 OO 會來舉行聚會(還分為中央的「中央會」與地方的「地

區會」)，過去以來地區會在產品修正價格之際，就會進行有關價格

                                                      
112
 本指導原則，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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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涉狀況等資訊的交換；而為了對應原料單價的上漲，中央會對於有

關原料的漲幅進行資訊交換，預想標準的漲幅，然後轉嫁給產品。此

一為決定產品依種類別的漲幅基準，同時確保實效，決議進行有關漲

價交涉情況的資訊交換行為，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3 條。 

 

2.原則上不違法的行為 

   相對於上述可能違法之資訊交換，以下則提出事業團體及其成員

所進行之相關資訊交流，原則上並無限制競爭效果而不違法之幾種類

型。 

(1)9-2 對於消費者提供商品知識等資訊。 

(2)9-3 有關技術動向、經營知識等之資訊蒐集、提供。 

(3)9-4 有關事業過去之事業活動狀況之資訊蒐集與公開。 

(4)9-5 為了產品(服務)價格之資訊的需求者提蒐集、提供資訊。 

(5)9-6 比價困難的商品或服務，對需求者或事業提供有關費用項目、

品質等可作為公正且客觀比較之資訊與技術性指標。 

(6)9-7 關於產業整體之需求動向，蒐集與提供一般性資訊，又基於客

觀情勢做做成並公告未來的預期。 

(7)9-8 為確保成員之事業的交易安全，蒐集有關顧客信用狀態之客觀

事實提供給成員之事業。  

3.評析 

    事業團體活動指導原則最初制定於平成 7 年(1995 年)，歷經幾次

修改，目前是平成 22 年(2010 年)之版本。由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

業間所組成之包括同業公會的事業團體，如前所述，雖然也有交流產

業市場現況、相關技術等正面的活動，卻也容易成為運作聯合行為等

限制競爭等違法行為之溫床。因此日本公平會對於事業團體之活動特

別訂定處理原則，以提供事業團體與執法機關在判斷相關活動行為是

否有違法之具體基準。與本研究計畫直接相關之有關資訊交換的部分，

本指針提出了可能違法之行為類型，並舉出具體的案例，也同時舉出

原則上不違法之資訊交換行為。可以看出日本公平會之態度亦是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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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正向的資訊交流，亦須注意可能構成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等之資訊

交換。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本指針是針對事業團體之活動或行為，但

許多的行為模式與議題，即使非透過事業團體，也是一般事業之間亦

可能發生。以交換資訊行為為例，即使非透過事業團體，若於具競爭

關係之事業間進行，亦可能因此與聯合行為之成立有所連結。而且與

前述 EU 之水平協調處理原則中所討論之資訊交換部分有許多類似的

思維，驗證某些敏感資訊的交換與成立聯合行為之間具有相當的關連

性，值得關注。 

 

(1)在原則違法的說明與案例部分 

    以本指針之說明，會發現所謂的資訊交換若已經進入到價格決定、

數量限制、地域分割等合意時，若是事業團體達成合意或決議有違反

獨占禁止法第 8 條，而事業之間若是藉由事業團體而達成相關合意(被

認定為是事業間之合意)則是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3 條。在日本實務上，

資訊交換本身不似歐盟等可以有直接認定違反之可能性，但是交換資

訊之行為可能與限制價格等反競爭之行為有所連結，被認定為成立聯

合行為之間接事實(情況證據)，不得不慎113。簡言之，依目前日本獨

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6 項對聯合行為之定義，事業間交換資訊的行為有

可能成為意思聯絡之間接(亦可能直接)證據，得以認定交換資訊的事

業之間成立聯合行為，台灣目前亦應是如此。但如何認定交換資訊行

為有產生限制競爭效果，本指針的說明值得參考。 

   在說明與案例中，可能造成違法的資訊多屬於與價格、數量等相

關較為敏感之內容，且是屬現在與未來之資訊。所舉的三個早期案例，

都可以發現不僅透過事業團體所交換之資訊皆是屬於價格等敏感資

訊，且並不止於資訊的交換、交流，並據此更進一步達成共同調整價

格之合意(第 1 案)；或者透過意見交換與相互提示，理解彼此間定價

狀況與預定調整價格時期，來達到共同漲價等結果(第 2 案)；或者透

                                                      
113 石井輝久、塚本弥石，「独占禁止法対応の目利き力――第３回「官製談合」の

罠と情報交換の危険性」，金融財政事情，第 68 卷第 10 號，5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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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資訊交換來確定調整價格之狀況與確保效果(第 3 案)。所以，這些

案例中的資訊交換、交流行為，已經可具體認為與聯合行為之意思聯

絡之形成有相當之關係。 

(2)原則上不違法之資訊 

   首先，屬於商品知識、經營知識、技術動向等非競爭敏感之資訊

交換，較無違法之疑慮。再者，屬於過去期間的資料的歸納整理與公

告，例如為了瞭解產業過去至今的活動實績，蒐集發表過去生產、販

售、設備投資相關之數量與價格，且基本上是非關個別事業之價格、

數量者，則較無反競爭效果之敏感性。 

(四)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競爭政策研究中心之研究報告書 

日本公平會對於聯合行為之認定同樣遇到許多困難，因此在法規

上除了與我國相同引進寬恕政策外，對於如何舉證事業間有意思連絡

之事實也有許多努力。雖然是研究報告書，但討論之內容與搜尋之資

料皆頗為豐富，值得參考。在以下介紹的三個研究報告中，即是可以

看見有關資訊交換與認定聯合行為間之探討。 

1.「非惡性卡特爾之違法性評價之存在方式」研究報告書114 

    所謂惡性與非惡性卡特爾並非競爭法上的法定義，但對惡性卡特

爾應為嚴格規範之認知，卻是當今所認可之基準115，公平會所公告「聯

合行為不罰之認定基準」中但書所指價格等限制行為即屬之。以日本

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6 款的聯合行為要件之下，有可能以「公共利益」

為目的之聯合行為，不被認定為對競爭有實質上之限制。本研究報告

是以環境保護目的或對應地震等緊急情事時較為特殊之情況下，從競

                                                      
114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 競争政策研究センター，「非ハードコアカルテルの違法

性評価の在り方」，2015。 
115 瀬領真悟，「不当な取引制限における要件解釈の現状と課題」，日本經濟法學

會年報，第 37 號，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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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法的角度應如何評價事業間之共同行為?評析了歐盟及美國的實務

現狀，再討論日本應如何面對此類型行為。研究報告所謂之「非惡性

卡特爾」是泛指惡性卡特爾以外之行為，具體上可包括基於環境保護

等社會公共目的之共同行為，具有限制競爭以外之目的，又或有促進

競爭效果或正當化事由之可能性116。 

    此研究報告書值得本研究計畫參考之處，在於所謂資訊交換亦有

屬於非限制競爭的正面目的，藉此研究報告書可以理解屬於非惡性卡

特爾無限制競爭效果之共同行為是何種態樣且該如何判斷。再者，我

國公平法第 14 條聯合行為之要件中，亦有是否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

要件，以及公平會所公告「聯合行為不罰之認定基準」之行政解釋，

在該解釋中非惡性卡特爾之聯合行為若市占率低於 10%以下可以不認

定違法，如何評斷非惡性卡特爾行為，本報告書供有參考之處。 

2.「在聯合行為事件中舉證手法之檢討-----有關情況證據之活用」研究

報告書117 

  此一研究報告的背景，乃是起於世界各國無不致力於對惡性卡特

爾之告發、根絕而努力，日本亦同。固然透過寬恕政策可以得到事業

方的積極協助取得直接證據，但無事業透過寬恕政策提供協力的案子

也不在少數，因此，在欠缺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如何透過舉證證明聯

合行為之成立(主要在於意思聯絡之舉證)，成為重要的議題。本研究

報告的目的即在於如何透過情況證據(間接證據)的活用來處理聯合

行為的舉證問題。本報告以 OECD 的 2006 年的報告書「Prosecuting 

Cartels without Direct Evidence」為始，兼論美國的附加因素(plus factors)

的舉證手法，以及歐盟對一致性行為的規範，加上透過經濟分析討論

                                                      
116

 同註 13，7-8。 
117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 競争政策研究センター，「カルテル事件における立証手

法の検討――状況証拠の活用につい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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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日本案例。本研究報告另一個值得注意與參考之處在於附錄之處

整理的 11 個案例，非常清楚地歸納了每案中日本公平會或法院究竟

透過什麼樣的間接事實，來舉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而這些案例有

個共同特色，日本公平會皆有取得事業間有形的聯繫(本報告示書中

始終用片假名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並無對其做日文漢字翻譯，

communication 意涵者存在「連結」)，其中有好幾個案例是圍標案件
118，所以事業間合意的證據相對容易取得，但非圍標案件的部分也看

到了透過資訊交換的行為找到了彼此間的連結(在以下案例部分中說

明)。而我國的案例中不乏有像超商咖啡案等般並未尋得事業間任何

有形聯繫，而是以外觀上共同行為的時間太接近、上漲幅度相同但各

自經營成本不同等不自然狀況，「推定」除非有意思聯絡否則無以達

成，這樣的推定非常為危險，被處分人一個反證或者抗辯讓事實陷於

真偽不明時，公平會在行政訴訟上就可能必須承受敗訴的結果。我國

公平法將增加搜索扣押之規定以利相關證據之蒐集，而取得之事證應

該如何認定與評價之，此研究報告書可提供參考之處。    

 

(1)聯合行為之舉證方式 

此研究報告以「情況證據」的活用為題，所以先說明舉證方式。 

A.獨占禁止法程序中一般性的舉證方式 

    要認定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必要事實，需有(A)要件事實(又可稱直

接事實、主要事實)是指直接該當法律所規定之要件之具體事實。(B)

間接事實是作為推認要件事實存否之事實。(C)補助事實則是指有關證

據之證明力之事實。而為了要舉證這三種事實，必須要各自有(A)直接

證據(B)狀況證據(間接證據)(C)補助證據119。 

B.意思聯絡之舉證方法 

                                                      
118 我國因有政府採購法，大部分與政府採購有關之案件會因此不會透過公平會由

公平法處理，而日本則皆由日本公平會以獨占禁止法規範之。圍標的日文叫「談合

(だんごう)」，傳神地傳達了參與者間的協議與妥協。附帶一提，因為談合的日文發

音與丸子(団子（だんご）)很像，所以台灣民間有將圍標說稱「搓圓仔」的說法。 
119 前揭註 18，OEC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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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述的舉證方式，若針對聯合行為中意思聯絡之舉證方法，

所謂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之區別，直接證據是競爭主管機關等蒐證取

得或者透過寬恕政策由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協助，取得可以直接證明

是事業進行系爭共同行為之合意(意思聯絡)，屬一刀斃命可以舉證要

件事實的直接證據。而情況證據(間接證據)的部分，例如僅能證明事

前有進行資訊交換事實的集會紀錄、能顯示事後有行動一致的漲價行

為的公開資料等各式各樣的資料，都是屬於可以舉證間接事實，用來

推定意思聯絡存在的證據。即使存在直接證據，情況證據還是可以用

來補強之(成為補強證據)120。找到事業間曾經有過開會、電子郵件等

聯繫的證據若非屬直接證據者，充其量僅是間接證據。要如何運用間

接證據來推定意思聯絡以及聯合行為之成立，是重要的議題。本研究

議題之交換敏感資訊行為，亦是其中重要的間接證據。 

 

(2)情況證據的分類 

    屬於可以舉證意思聯絡之情況證據，具體上應該有哪一些事證?

參考 OECD 報告書，舉出兩大類。 

A.有關於交流(communication)的證據121 

   若無法取得直接證據，事業間曾經有聯結的證據顯得重要。這又

可分為兩個部分： 

(A)交流的機會：雖然內容不明，但曾有電話紀錄、參加集會紀錄，包

含往同一地點移動之紀錄等。 

(B)交流的內容：價格或市場狀況等之對話、取得對手之價格資訊、公

開自己的價格資訊等。 

    情況證據在某些情況下具有支援直接證據的輔助事實(輔助證據)

功能。而被使用於欠缺直接證據時，這些情況證據成為認定聯合行為

之評價對象。但畢竟是間接證據，其對於聯合行為認定之力道總不如

直接證據，該如何評價間接證據，是否足以當作推認意思聯絡存在的

                                                      
120 前揭註 18，OECD, 10。 
121 前揭註 18，OECD,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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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此報告書中舉出一個美國第 8 巡迴法院判決 Blomkest Fertilizer, 

Inc. v. Potash Corp. of Saskatchewan, Inc., 203 F.3d 1028(8th Cir. 2000)，

值得參考。本案北美產量最大的鉀肥(potash)的廠商 Potash Corp. of 

Saskatchewan(以下簡稱 PCS 公司)調漲了產品價格(一噸約漲 18 美

金)，其後其他製造商也跟者上漲，但各事業之成本並不相同，因此

購入者認為這些廠商是共謀漲價而提出告訴。原告提出了該事業間之

communication、事業有違反自己利益之行為，以及若無共謀會有更低

的售價之計量經濟學模型等主張。法院如何認定原告的主張呢?關於

所謂事業間的 communication，原告提出的是商展、集會或者鉀肥協

會中的討論活動等，僅屬於有交流機會，卻不見具體交流的內容，尤

其是未見交換未來價格資訊之交換，無法直接判斷與價格上升有關。

另一方面，被告中的 PCS 公司原本是加拿大的國營公司因苦於生產過

量造成的售價過低，因此於 1986 年轉為民營化開始進行減產與調整

價格，但同年還被美、墨的鉀肥製造業者以 PCS 公司與其他加拿大的

鉀肥製造公司是不當廉價(dumping)為由，向美國商務部提起告訴，

PCS 公司們與商務部進行協商，於 1988 年締結停止不當廉價之

suspension agreement。是在此時 PCS 公司進行上述的漲價，而其他業

者隨即跟著漲價。再者，本件屬寡占市場，並行行為並不足為奇，不

能忽略事業們有獨立各自漲價的可能性，而可以排除非獨立性行動的

證據並不足夠，原告因而敗訴。有關原告提出被告者們曾經有過交流

的間接證據，法院認為，這些次數不算少的所謂 communication 的機

會，若考量了此七年間(被原告指稱實行聯合行為的期間)所進行的幾

萬件交易的事實，其實並非那麼重要。另外，事業們主張價格起因於

寡占市場，從寡占市場而來的影響甚大，考慮這些因素之後，無法排

除事業是獨立行動之可能性。 

    這個案件其實凸顯了幾個需要注意的重要問題。首先，僅有交流

機會而無具體交流內容，要推認意思聯絡之存在恐怕有些薄弱。而交

流的內容也需要是對未來價格等敏感資訊之交換，否則若內容無限制

競爭之目的或效果並無違法問題，所以美國所謂之「附加因素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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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的舉證也非常重要。再者，寡占市場的特性下，究竟是容易

促成聯合行為抑或各自獨立行動的有意識並行行為?似乎無法輕易判

斷。因此，若在寡占市場中出現事業間有共同的行為結果，若無具體

的 communication 機會與內容，在無法排除其有可能是自主獨立的意

思下之行為時，恐難以成立聯合行為。簡言之，無法僅以寡占市場即

推定聯合行為之成立。以我國的超商咖啡案為例122，若相關市場界定

為「連鎖便利超商現煮咖啡」，是一個高度集中度的寡占市場，本案

因為只看見四家超商在相近的時間內調漲相同品項商品之價格，漲幅

亦相同，但其實並無具體找到事業間具體的 communication 的機會更

遑論內容，無法完全排除是事業自行決定或者有意識的跟隨。簡言之，

意思聯絡的推定部分，間接證據太過薄弱。在以間接證據推定意思聯

絡時，必須要有更縝密的證據與推定方式。 

 

B.經濟性的證據 

包括： 

(A)市場構造：例如市場集中度之高低、參進障礙的高低、商品同質性

等。 

(B)市場行動：在市場中採取協調性行動、市占率安定性、過去的聯合

行為紀錄等事實。 

   僅是經濟性的證據還難以認定意思聯絡之存在，但不可否定其有

助於判斷之效果。本研究報告書對於證明事業行動一致性的不自然，

除了可能是事前的聯絡交涉外，還可能有其他原因(例如同時期原料

                                                      
122
 超商咖啡案的發展是，公平會認定 4 家超商成立價格的聯合行為而處分之（公平

會 100220 號處分書）。被處分人不服向行政院訴願會提起訴願，訴願決定乃維持原

處分。被處分人不服訴願決定，分別提起行政訴訟，經判決撤銷原處分與訴願決定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 607 號、649號、703 號、715 號判決）。公平會不服，

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經判決廢棄高等法院判決，發回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

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251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審判決仍同前次，撤銷

原處分與訴願決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更一字第 54 號、55 號、56 號、

57 號判決）。公平會仍不服再上訴，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公平會上訴，判決確定（最

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19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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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漲、需要急增等123)，因此活用經濟分析，將各種要素所各自產生

的影響程度，以舉證事前聯繫的高度可能性。至於所適用之經濟分析

方式主要是迴歸分析之計量分析方式為主。 

3.「聯合行為與圍標為之審查對象、要件事實、情況證據」 研究報告

書124 

   本研究報告是針對聯合行為中尤其是惡性卡特爾的部分，討論事

實認定、舉證責任、事實推定與事實上舉證行動的負擔問題，以及與

事實要件論之間的關係(主要事實、間接事實的區別與舉證方法)，探

討獨占禁止法上違法聯合行為之要件在裁判規範中，應如何運作的方

針。相較於前研究報告，本研究報告雖然屬較為早期，但卻具體討論

了不少美國與歐盟有關資訊交換的議題。且雖然亦比前述之歐盟 2011

年之水平協調處理原則更早公告，卻已注意並討論到歐盟對資訊交換

之相關案例與評價方向。 

    在美國方面，提及資訊交換行為本身是否違法，提到了三個案例
125，頗有意義。以下，本文也就此三案進行比較。Maple Flooring 案是

同業間發布過去的價格資訊，這種過去的統計資料，即使是價格資訊，

也不會被認定為限制競爭而違法。而相對 Container 案是透過同業間

組成之事業團體來交換價格資訊，這些資訊並非只是一些過去的統計

或者所有會員的成本或販售價格的平均值，而是可以取得個別特定的

會員與特定顧客的交易價格或成本，而且本案的事業團體可謂是事業

                                                      
123

 超商咖啡案的漲價期間就是有鮮奶漲價的背景，而四家超商也就是針對含乳咖

啡品項調漲。 
124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 競争政策研究センター，「「カルテル・入札談合における

審査の対象・要件事実・状況証拠」，2007。 
125

 Maple Flooring Manufactures Ass’n v. United States, 268 U.S 563(1925). 

  United States v. Container Corp. of America, 393 U.S 333(1969). 

  United States v. United States Gypsum Co., 438 U.S 422(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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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得這些資料而設。但由於這個團體並非明顯用合意或協調的方式

來決議價格政策，交換資訊的方式也很特別，例如 A 事業想知道 B

事業的價格等資訊時，就跟團體申請，團體接受申請後即進行 B 相關

資料的收集並向 A 通報；反之，B 想知道 A 的相關資訊時，亦可以同

樣方式取得。這樣的作法，美國最高法院認為，政府方所主張之即使

無法明確認定價格協定的存在，但事業間透過團體進行此等資訊的交

換，確認競爭者之狀況來約制自己的意思決定範圍，結果是產生跟價

格協定有相同的效果。但不能說此案肯定交換價格資訊行為本身違法，

而是其價格交換的行為模式被認定違法。但 Gypsum 案中事業以為遵

守 Robinson-Patman Act 為由進行價格資訊交換，法院卻認為不能以此

迴避 Sherman Act 的適用，只是本案是刑法案件，不能僅是有關價格

的資訊交換協議及對價格競爭之影響，還必須舉證事業之間的意圖，

而此意圖的證據不明，因此未被認定違法。這幾個案例提供了如何評

價價格這般敏感資訊的交換行為，其可以考量的各種要素。 

 

(五)案例說明 

 

1.塑膠業者聯合行為案126 

    有七家製造塑膠(polypropylene，簡稱「PP」)製造販售業者在平

成 12 年(2000 年)3 月 6 日舉行部長會，進行有關 PP 商品之販售價格

調漲之討論(1Kg 調漲 10 円為基準)。被日本公平會認定該當聯合行

為，命其排除該行為並以及支付課徵金127。雖然上述之日期、事業間

之會議及具體之討論內容都相當明確，可謂是直接證據，但日本公平

會並非僅以認定事業間成立聯合行為。在間接證據部分：透過行政搜

查扣留之文書以及關係者之供述，再加上間接事實部分：尚查明平成

12年(2000年)3月 6日之前亦曾有多次營業部長級人員進行集會交換

                                                      
126

 日本ポリプロ案，公取委平成 19 年 6 月 19 日審判審決，審決集 54 卷第 78 頁。 
127
 鈴木孝之，「課徵金算定にかかる「実行時間」」，経済法判決・審決百選（別冊

ジュリスト），21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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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價格等資訊、業者之間也有零星互訪了解各方對漲價之意向128。 

    這些間接證據與間接事實成為補充主要事實(要件事實)之重要

角色，當然該日的會談後事業們在 3 月 17 日起陸續漲價之反應亦是

重要事實。 

2.PVC樹脂用改質劑業者聯合行為案  

   三家生產 PVC 樹脂用改質劑(塩化ビニル向けモディファイヤー)

在平成 11 年及 12 年對相關產品進行了兩次漲價合意129，但本案不似

前案有直接證據，透過間接證據來推認合意之存在而成立聯合行為。 

   日本公平會是透過間接證據上：行政搜查所扣留之文書、筆記、

電子郵件，關係人的供述等，間接事實則是蒐證到平成 11 年間，三

家事業有營業課長級人員多次會晤及商談的事證，包括見面次數與內

容。以及事後產品在相近的期間進行幅度相近的調漲。 

 

第三節  結語 

 

    有關事業間或者事業團體交換或共享資訊與聯合行為之間的關

聯性為何？至目前的研究為止可歸納出幾個要點： 

 

一、對交換資訊行為之評價 

 

    事業間或事業團體交換資訊之行為本身，從競爭法的點而言，並

不能直接認定其違法。但在資訊快速流通各產業競爭激烈的時代，事

業如何能夠增加競爭力與永續經營，是重大而不易的課題，不斷更新

及增加產業新資訊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不少事業亦會透過共

同研究開發或 OEM 的供給、原物料的流通等共同化業務提攜，甚至

                                                      
128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 競争政策研究センター，「カルテル事件における立証手

法の検討――状況証拠の活用について」，附錄 1，2013。 
129 平成 22 年 12 月 10 日東京高等法院判決。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 競争政策研究

センター，「カルテル事件における立証手法の検討――状況証拠の活用について」，

附錄 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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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取得股份等事業結合的進行，來增進效率性或擴大事業規模，此時

皆必然地相互交流彼此之間的詳細資訊130。但另一方面，具競爭關係

的事業間進行資訊交換，尤其是關於價格等相關敏感資訊時，可能有

進行聯合行為合意之可能性而違法。同一集團內之事業進行資訊交換

行為，若彼此屬於獨立事業，也可能會有違法問題，亦受到注意131。 

    因此，從競爭法的觀點評價事業間之資訊交換行為，尚須從其目

的、效果等判斷是否具限制競爭效果，具體而言包括其內容是否屬敏

感資訊，以及交換的方式與頻率，還有交換之後事業活動的改變。 

二、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 

 

    從歐盟的情況觀之，僅是資訊交換亦有被認定是違反TFEU第101

條第 1 項而違法的可能性。而相對在日本，難僅以敏感資訊的交換即

認定是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基本上是當作間接證據進行評斷。所謂

的直接證據，必須是對於形成共同行為之合意可直接判定之證據。而

屬於間接證據、間接事實之資訊交換如何可用來推定聯合行為之成立，

如同上述所介紹之日本「在聯合行為事件中舉證手法之檢討-----有

關情況證據之活用」研究報告書所介紹之各項基準與方法，必須是更

為縝密與謹慎。事業之間要有communication的證據(會議、電子郵件、

筆記皆可)，然後究竟是甚麼樣的內容，這不但與意思聯絡的舉證有

關，與相關市場的界定亦有關聯。若無事業之間彼此之有形之連結(當

然也就沒有交換資訊之內容)，要推認事業間有聯合行為之意思聯絡

是困難的，因為在此情況下要完全排除其是獨立的自由意思下決定行

動的可能性並非易事，只要被挑戰一個可能性而陷於真偽不明時，公

平會的推定就有被否定的危機。所以，若事業間有交換、交流資訊的

情況，至少證明了彼此間有過聯繫的行為，再加上若屬於敏感資訊，

而其後發生共同行為結果時，此等資訊交換行為被認定(推定)為聯合

                                                      
130 島田まどか、若林順子「競争事業者との情報交換に伴う競争法上のリスク」，

会社法務 A2Z，第 65 號，25(2012)。 
131

 內田清人，「コンプラが充実する 独禁法の道標３（第４回）グループ会社間

における情報交換・取決め」，Business law journal，第 10 卷第 6 號，9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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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意思聯絡的可能性即大增。 

 

三、敏感資訊與否之認定 

 

    既然資訊的交換有可能限制競爭的目的或效果，卻也可能有增進

消費者利益等促進競爭的可能性，就必須要判斷這些交換的資訊內容

為何。甚麼樣的資訊屬於可能有限制競爭效果之敏感資訊，基本上屬

於惡性卡特爾之限制內容(尤其是價格)，並屬於具個別性之數據(非

產業整體匯整之統計資料)，是現在或未來的資訊(而非過去)，再加

上非公開方式並且次數頻繁，讓競爭者或顧客在資料取得上有相當困

難者，即應屬於敏感資訊。 

     

四、資訊交換或共享與聯合行為之成立 

 

    綜上所述，以我國公平法第 14 條之聯合行為成立要件而言，事

業間或事業團體進行所謂的資訊的共享或交換，是難以直接認定為本

條要件中「合意」或者「意思聯絡」，卻是對認定上非常重要的事證。

尤其若屬於敏感或具策略性的內容，屬具個別性資料(非過去歷史性

或者是產業總體數據)、且非公開的方式，即有可能在此交換資訊的

過程中透過共同的認識達到對方能夠遵守的期待，即所謂「暗默的合

意(tacit collusion)」132，也就是實務上所謂之「一致性行為」。對於無

法取得直接證據的案例，在認定事業間的意思聯絡之存在有很大助

益。 

 

 

 

 

 

                                                      
132 齊藤高広，「EU 競争法における情報交換活動の規制（三・完）」，法学新報（中

央大学法学会），第 118 卷第 1.2 號，15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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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濟與案例構成要件分析：合法與違法判

定之分析結果 

 

訊息交換同時兼具提升交易效率與限制市場競爭的雙重性質，在

多數情況下，很難清楚地界定出合法與違法間之界線。因此，執法機

關在對訊息交換行為本質認知不足的情況下，驟然以表面證據做為推

定一致性行為的間接證據，就容易發生誤判風險。因此，以下本研究

嘗試藉由經濟分析與法律案例的結合，分析訊息交換行為的本質，希

望能夠對：如何區別其動機究為公益用途(例如：便利客戶訪價以促

銷商品)或是私益用途（促進市場資訊透明化以便利一致性行為），提

供些許建議，供執法機關參考。 

可惜的是，由於訊息交換涉及產業結構、交換方式、交換頻率、

時效(過去、目前、未來的訊息)、內容(牌價或實際價格)等各項複雜

因素。因此，就法律的特性與證據認定與規範而言，只有非常少數的

訊息交換行為133，允許競爭機關得以設計一套絕對違法規範，可以在

不考慮經濟效率的前提下，逕自認定其為違法的一致性行為。但多數

情況下，資訊交換是否違法，競爭機關必須綜合考量前述的產業結構

與訊息交換型態，方能判斷該行為對價格的影響與涉案者的意圖，不

可能設計出一套絕對違法或是絕對合法的規範原則。因此，以下嘗試

引入經濟分析，並篩選國內外代表性案例做為論述依據，分別就案關

產業結構與市場環境，分析各種不同類型訊息交換之效率與反競爭要

素，希望能歸納出若干思考方向供執法機關參考。 

 

第一節  資訊交換方式、特性與撤銷 

 

                                                      
133 亦即事業私下交換未來資訊，請參閱後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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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下訊息交換較公開訊息交換有較高的可責性 

 

訊息交換可促進市場資訊流通，提升市場競爭程度。但必須以公

開型態的訊息交換(允許買方得知資訊)為前提；否則該等資訊交換就

有限制市場競爭之虞。為支持此一論述，OECD (2001)
134曾提出所謂的

純粹競爭 (pure competition) ：市場幾乎具備完全競爭 (perfect 

competition)的所有特性，唯獨欠缺資訊透明化，使買方必須支付高額

的搜尋成本以尋訪最低價格。此時，儘管市場上有許多廠商、產品高

度同質、市場進出自由，但買方卻受限於搜尋成本過高，僅能得知少

數廠商的產品售價，無法得知所有廠商價格。另方面，由於賣方知道

買方無法逐一訪價，自然缺乏降價競爭誘因。此時，即使沒有聯合行

為，但市場資訊不足或過高的搜尋成本也會賦予廠商獨占優勢，使實

際價格與壟斷價格非常接近。因此，基於下述三項原因，OECD 認為

公開的訊息交換確實可以提高市場競爭：(一)訊息交換有助於市場資

訊透明，減少買方的搜尋成本，賣方基於比價壓力，必須按照競爭價

格定價；(二)買方會將賣方所公告的價格視為賣方的最高價格，並以

之作為議價標準，要求賣方按照購買數量、付款方式與信用風險，提

供不等之折扣，取得更低的實際價格；(三)事業公告產品價格具有廣

告性質，因而會形成可信賴的威脅（credible threat），只要資訊能夠公

開，就能促使其他賣方比照降價，有助於市場競爭。 

但 OECD 指出：以上的促進市場競爭效果必須以公開交換資訊為

前提。如若不然，僅限於生產者間、秘密的資訊交換非但無法促進競

爭效率，甚至有可能透過資訊透明化，增強卡特爾監督與懲罰成員秘

密降價的能力，不利於市場競爭。此時，判定價格預告是否具反競爭

意圖最重要的途徑就是由：判定訊息交換型態是否排除買方參與，僅

限賣方間之私下溝通著手。此外，OECD (2012)
135也指出：訊息公開

由於可以促成買方的比價效果，因此在多數情況下，促進競爭的效率

                                                      
134

 前揭註 43, 39. 
135

 OECD, Unilateral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with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DAF/COMP, 17-4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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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大於限制競爭效果，建議各國競爭機關應對公開的訊息交換行為，

採取寬容態度對待。例如：在歐盟紙漿案136，歐盟執委會雖認定紙漿

業者透過漲價預告以交換市場訊息，合意共謀壟斷市場；但此一裁定

卻遭歐洲法院（EUCJ）撤銷。EUCJ 判決指出：僅憑價格平行行為與

訊息交換，並不能證明紙漿業者有壟斷市場的合意，執法機關尚須利

用經濟分析進一步考慮訊息流通的效率意義。EUCJ 進一步指出：由

於紙漿業者的預告價格調漲係透過公會與媒體公開交換，並允許買方

分享資訊，使得溝通對象同時包括買賣雙方，不但有利於賣方規劃投

資與生產計畫，也有助於買方訪價作業與減少搜尋成本。更重要的是，

依據買方陳述，該價格預告具有提升交易效率之效果，並且是在買方

要求下所進行，可責性自然較低。因此，EUCJ 乃以效率為由，撤銷

執委會判決。值得注意的是，OECD 仍提醒：並非所有的公開訊息交

換都有助於市場競爭，仍有若干例外，特別是後續分析的討論重點：

交換未來漲價資訊。 

就司法實務而言，歐美競爭法制向來認為：賣方私下訊息交換由

於排除買方參與，使買方無法得知市場資訊(特別是價格資訊)、無法

減少搜尋成本、無法尋訪最低價格，因而排除了交易效率因素，並將

業者交換訊息的誘因導向成為：卡特爾為建立資訊透明化的銷售環境，

以偵測與懲罰欺騙行為的壟斷合意。因此，具有較高的可責性137。例

如：在長春藤大學聯盟聯合調漲學費(ivy league)案138，美國司法部就

起訴布朗、哈佛、普林斯頓等八所長春藤學校私下交換彼此未來學費

調整幅度。原因就是：該活動是由賣方私下秘密進行，買方無從得知，

不具促進競爭效果。此外，司法部也發現：除了賣方壟斷市場的意圖

外，實在找不出其他有助於提升生產效率的因素，因而起訴該八所大

學。儘管本案最後以和解收場，但也蘊藏著重要的競爭意義：(一) 當

                                                      
136

 A. Ahlström Osakeyhtiö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Joined Cases C-89/85, C-104/85, 

C-114/85, C-116/85, C-117/85 and C-125/85 to C-129/85) [1993] 
137

 前揭註 39, Kühn and Vives.  
138

 同意判決（consent decree）。參見 U.S. v. Brown University, et al., 1991 WL 536896 

(E.D.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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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私下利用價格預告交換彼此漲價訊息，使其得以協調出漲價共識；

(二) 在買方不知情的情況下，賣方可以在毫無顧忌的情況下，隨時

提出試探性的漲價計畫，即使該漲價不為其他競爭對手接受，但提出

漲價建議的賣方可隨時撤銷提議，所以不致流失客戶。因此，排除買

方參與的訊息交換，確實有助於卡特爾內部取得一致的漲價共識，因

而在競爭法上具有較高的可責性。此外，歐盟也以相同理由處分英國

曳引機製造商私下交換資訊的限制競爭行為139。該案即使經被告上訴、

再上訴，但歐盟普通法院(GC)與歐洲法院 EUCJ 均維持執委會判決。

至於在案情方面，法院一致指出：與 ivy league 的交換訊息案相比，

業者甚至以較 ivy league 案更為頻繁的次數，定期於公會會面，交換

不同產品規格與市場供需等非常詳細的價格與產銷資料，因而具有較

高的非難性。最後，依據前述分析，提出分析結果如下： 

   

結果一：事業公開進行訊息交換，並允許買方參與，將有助於業者避

免產銷失衡與判斷產業發展趨勢，減少投資風險，具有效率

意義。但是，事業私下交換訊息(特別是未來的漲價計畫)，

則多數反映其壟斷市場的意圖，較不具促進競爭效果。因此，

以間接證據的強度而言，事業私下交換價格訊息之可責性高

於公開者。 

 

二、過去資訊與未來資訊 

 

    根據 OECD (2010)
140整理：主要工業國家(特別是美國、歐盟與澳

大利亞)，傳統上，多以較嚴格(寬鬆)的規範，管制廠商交換未來(過

去)資訊。例如：美國最高法院於審理 American Column and Lumber Co 

v. US 案141中就主張執法機關應特別留意廠商交換價格與產出的未來

                                                      
139

 UK Agricultural Tractor Registration Exchange, OJ 1992 L68/19; upheld on appeal: 

Fiatagri UK Ltd and New Holland Ford Ltd v. Commission, [1998]. 
140

 前揭註 18。 
141

 American Column and Lumber Co v. US, 257 US 377 (1921, at 3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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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而歐盟所發布之「歐體條約第 101 條適用於水平合作準則」142

亦明確指出：交換未來價格訊息是卡特爾促進聯合行為最重要的工具。

例如：英國 OFT 在私立學校(independent schools)聯合行為案143中，就

指出：涉案學校在 (一) 事先；(二) 秘密地；(三) 有規律地，在決

定學費前交換彼此是否調漲學費的訊息，並持續多年之久，因而認定

渠有壟斷市場的意圖。而此一主張的依據則在於：卡特爾受限於成員

間成本結構的差異、市場供需不確定等因素，不可能完全壟斷市場，

也不可能對市場價格有百分之百的控制力量。因此，任何介於競爭價

格與壟斷價格之間的價格都可能是廠商的定價。特別是在價格變動調

漲前，廠商如果不藉由人為的訊息交換以協商未來價格，根本不可能

得出漲價與否或是漲價幅度的共識。謹說明如下： 

在合法的寡占競爭(沒有壟斷勾結的古諾競爭)下，市場價格調漲

僅只意味著市場買賣雙方合意反映成本增加或需求活絡，以解決供需

失衡。OECD (2012)就指出：就合法的價格調整模式而言，價格調漲

多呈現有跡可尋的途徑：由具有優勢市場地位或是掌握訊息較多的大

廠領先發動，再由其他小廠追隨。反之，在一致性行為中，廠商則必

須藉由未來價格資訊的交換或是預告漲價，才能操作形成出漲價合意

與漲幅共識。Markham (1951)
144也指出：在一致性行為中，任何一家

廠商都可以成為價格領導者，只要領導者事前發布漲價訊息，並為其

他廠商預留一段漲價追隨時間，則所有廠商均會跟進漲價，而使價格

領導者不限於只有大廠可以擔任。Markham 的理論得到 MacLeod 

(1985)
145的進一步支持，MacLeod 假設在一個寡占市場中，雖然廠商

並不知道彼此的需求、成本與利潤函數，但只要廠商能夠預告未來價

                                                      
142

 EU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TFEU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OJ 2011, C 11/01), para 66. EU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TFEU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OJ 2011, C 11/01), para 66. 
143

 Decision of 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 No CA98/05/2006,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Future Fees by Certain Independent Fee-paying Schools”, 20 November 2006 (Case 

CE/2890-03). 
144

 Markham, Jesse W.,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Price Leadership.” 41(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1-905(1951) 
145

 MacLeod, W., “A Theory of Conscious Parallelism,” 27(1)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5-44(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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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變化，並能得知對手反應。則在一個傳訊的重複賽局(signaling 

repeated game)中，所有廠商會採取一個默契性的合作關係，亦即廠商

會對競爭對手的價格變化採取相同方向與比例變化的反應。此時，只

要相同幅度的價格上漲可使所有廠商利潤增加，則會引發廠商之間一

連串的價格上漲，直到有一家廠商因利潤無法增加，不再跟漲為止。

此時，均衡價格會介於獨占價格與古諾競爭價格之間。Novshek and 

Sonnenschein (1982)
146因而指出：廠商以預告漲價方式交換未來價格

訊息的動機，在多數情形下，似乎只有默契性聯合才可以解釋。也正

由於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協調其他同業共同漲價的聯合行為，因而較

具可責性。 

    另方面，事前公告降價的機制則是為了避免報復的防禦性行為，

例如：Genesove and Mullin (2001)
147在美國糖業協會案例中發現：如

果卡特爾參與成員因市場因素變化，使本身定價高於獨占價格，必須

降價方能回復市場均衡時，該廠商會在降價前 15 天，事前公告訊息，

藉以獲得緩衝時間，以取得其他業者的諒解。反之，沒有事前預告的

降價行為則會被視為是一種意圖掠奪市場的欺騙行為，並將招致其他

業者更大幅度的降價報復。 

反之，廠商交換過去價格與產出的歷史資料，由於時效性已過，

很難影響到廠商未來的經營行為。因此，OECD (2012)
148認為只要超

過 12 個月之前資訊的交換，就有較低的可責性。但為慎重計，OECD

仍建議各國執法機關最好能以個案認定的方式，綜合考慮案關產業的

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方能為斷。最後，OECD 也補充指出：由於目前

資訊也會便利卡特爾用於監督會員廠的欺騙行為，因此，在多數情形

下應課予與交換未來訊息相同的可責性。 

    總之，廠商透過事前預告價格上漲機制，形成資訊透明化，即使

                                                      
146

 前揭註 53，214-18. 
147

 Genesove, D. and W. Mullin, “Rules, Communications, and Collusion: Narrative 

Evidence form the Sugar Institute Case,” 91(3)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 

379-98(2001). 
148 前揭註 7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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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其他廠商甚至是消費者得以預測未來價格趨勢，存有若干效率因

素；但因交換未來價格資訊，更能克服領導漲價廠商所面臨的背叛風

險，建立起聯合漲價的寡占協調，具有更高的限制競爭風險。反之，

分享過去價格資訊則有助於事業判斷產業發展趨勢與投資觀測，具有

效率意義。因此，Bennett and Collins (2010)
149曾逐一檢討歐盟的事前

交換漲價訊息的卡特爾個案，並發現幾乎所有案件都構成歐盟 101 條

的違法要件。以下，謹以廠商交換過去或未來資訊做為分類，提出分

析結果： 

 

結果二：事業進行過去訊息交換，有助於避免產銷失衡與判斷產業發

展趨勢，具有效率意義。但是，事業交換未來訊息(特別是

預告未來的漲價計畫)，則多數反映其壟斷市場的意圖，較

不具促進競爭效果。因此，以間接證據的強度而言，事業交

換未來與目前價格訊息之可責性高於交換過去的歷史資

料。 

 

三、產業的整體資訊與個別的廠商資訊 

 

事業提供個別資訊，經過獨立客觀第三者(例如：研究機構、公

會、政府)彙整為整體資訊、加以發布，以交換產業整體的產能、產

出、技術與未來展望等資訊，將有助於賣方訂定生產與投資計畫、買

方訂定採購計畫，具有相當的效率意義。因此，各國競爭法制多對產

業的整體訊息交換持寬容態度。例如：在 Cartonboard 案中150，雖然

歐盟執委會認定業者利用交換資訊，進行聯合行為，並加以處分。然

而歐盟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GC)卻認為所交換的資料多為整體產

業訊息，並不必然有限制市場之虞，因而撤銷執委會裁定。相反的，

在英國曳引機製造商訊息交換案151，GC 與 EUCJ 則一致認為：業者

                                                      
149

 前揭註 10, 311-337。 
150

 Commission Decision, Cartonboard, in [1994] OJ L 243/1. 
151

 UK Agricultural Tractor Registration Exchange, OJ 1992 L68/19; upheld on appeal: 



115 
 

交換不同規格產品價格與產量等細部資料，認定有限制市場競爭之虞。

另外，美國司法部與 FTC 共同訂定的反托拉斯指導原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針對事業交換資訊的

細部程度，也持相同看法。因此，比照各國作法提出下列分析結果： 

 

結果三：交換整體產業資訊較諸交換個別廠商訊息，可責性相對較

低。 

 

四、敏感性資訊(價格與產量等)與其他非敏感性資訊(例如：技術、

配方、R&D) 

 

    如第二章所述，卡特爾如欲徹底遏止欺騙行為，保證成員的長期

壟斷利益超過短期欺騙利益，以滿足壟斷條件，首要之務就是要促進

價格與產量資訊的高度流通。因此，事業交換價格與產量資訊限制競

爭的效果自然高於交換其他資訊。例如：美國最高法院在 1921 年的

American Column and Lumber 案152中早已發現事業透過公會，同時交

換價格與產量等雙重資訊具有最大的限制競爭效果；僅交換價格(產

量)但不交換產量(價格)其次；至於其他資訊的交換對市場競爭的影

響則甚為微小，特別是交換專業化、合理化與規格化有關之生產技術

訊息甚至能促進產業發展，並進一步形成聚落效果。基此，提出分析

結果如下： 

 

結果四：交換與專業化、合理化與規格化有關之生產技術訊息，較諸

交換價格與產出等敏感性訊息可責性相對較低。 

 

五、預告漲價訊息可隨時撤銷與無法隨時撤銷 

 

                                                                                                                                    
Fiatagri UK Ltd and New Holland Ford Ltd v. Commission, [1998]. 
152

 American Column and Lumber Co v. US, 257 US 377 (1921, at 3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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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卡特爾成員的市場需求與成本結構各不相同，其所認知之壟

斷價格自然有異。然而在一致性行為之合意過程，事業受限於法律規

範，無法透過公開討論或當面協商，直接議定出各方滿意的壟斷價格，

僅能透過嘗試與錯誤（trial and error）過程，由各當事人逐步向上調

漲價格，直到所有人滿意為止。然而此一動態的調漲過程卻又可能形

成漲價發動者單方面漲價，但競爭對手卻未跟漲，以致市場流失，造

成沒有事業敢發動漲價的困境。因此，OECD (2010)
153經過對卡特爾

的長期觀察後，發現：卡特爾最穩當的價格調漲方式，就是設計一套

機制，允許價格上漲的預告不具拘束力，使漲價發動者可以在成本與

風險幾乎趨近於零的前提下，隨時提出、修正、撤銷漲價預告，以試

探對手反應，才能透過一連串的修正過程，由各當事人逐步向上調漲

價格，直到所有成員都能接受的最高價格為止。其中，最典型的案例

就是在 ATP 案中154，涉案的航空公司合意組成卡特爾，利用網路溝通

的快捷與便利性，建立了一套電腦報價系統（airline traffic publishing，

ATP），該報價系統僅限於卡特爾成員使用，並不對外開放。個別航空

公司可在開票（實際交易）前二週，隨時上網預告、更改與撤消航線

價格。由於該等行為係私下交換未來價格訊息，消費者無從知曉，市

場也無實際交易。因此，發布訊息者可在不須擔憂客源流失的環境下，

藉由公告漲價，期待競爭對手亦能採取相同之漲價行為，即使對手不

願接受，也能藉由錯誤探知對手底線。例如：某一航空公司若自認目

前價格低於壟斷價格，即可利用 ATP 系統告知對手自己的漲價計畫，

並期望能與競爭對手達成漲價共識。即使對手不願響應調漲，也能隨

時撤銷漲價預告，不致流失客源，卡特爾因而能夠透過 ATP，創造出

一個有利於價格調漲的環境，甚至可以免去言語或文字的溝通，不必

冒著違法風險來協調壟斷價格。基於此一限制競爭效果，美國司法部

於起訴書中即明確指出：各該當事人的違法行為在於其合意建立的電

                                                      
153 前揭註 18。 
154

 United States v. 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Civil Action No. 92-2854, (D.D.C. filed 

Dec. 21,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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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報價系統，允許其得以透過可以隨時撤銷、完全不具拘束力的價格

調漲機制，形成與直接議定價格相同的壟斷效果。 

    反之，如果預告價格上漲具有若干拘束力，例如：透過媒體公開

預告漲價，以致眾所周知無法隨時撤銷；或是預告價格調漲機制係基

於下游客戶集體要求，以做為買方擬定未來採購計畫之用，賣方任意

撤銷，恐將承受買方反彈與商譽受損風險時，預告價格即成為具有拘

束力的價格承諾。此時，漲價預告勢在必行，無法任意撤銷，即使競

爭對手不予支持，但也必須漲價。因此，競爭機關最多只能將該等漲

價預告認定為是：單方面的建議，期待對方能配合自己漲價，並無共

謀壟斷市場的合意。例如：在歐盟紙漿案155中，歐洲法院(EUCJ)發現

紙漿業者的預告價格幾乎未曾改變或撤銷，以致下游客戶將其報價視

為一種可信賴的價格上限。此時，紙漿業的具拘束力、無法撤銷的漲

價預告即隱含兩項意義：首先，就競爭意義而言，由於事後的交易價

格大多格低於其事前所公告之價格，顯示市場仍然存在價格競爭，沒

有反競爭效果。其次，就交易效率言，無法撤銷的價格預告可減少許

多買賣雙方交易時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例如：只要價格一經預告，就

無法更改。即使市場需求突然增加，但賣方事前所預告之價格立即成

為具有拘束力的價格上限，因而得以減少買方所面臨的成本波動風險；

反之，即使市場需求突然減少，買方亦可依據預告價格做議價標準，

要求紙漿業者給予折讓。基於上開兩項考慮，EUCJ 因而認定此種預

告價格模式具有相當效率意義，而使聯合合意無法成為預告價格「唯

一的合理解釋」。因此，以訊息交換做為間接證據證明合意的證據力

強度而言，可撤銷、不具拘束力的價格預告似較不可撤銷、具有拘束

力者，更具可責性。最後，綜合上述提出分析結果如下： 

 

結果五：可隨時撤銷之漲價預告或交換訊息，隱含甚高之限制競爭風

險；加以多數情形下，該等訊息交換又排除買方於預告範圍

                                                      
155

 A. Ahlström Osakeyhtiö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Joined Cases C-89/85, C-104/85, 

C-114/85, C-116/85, C-117/85 and C-125/85 to C-129/85)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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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無法提升交易效率。因此，與無法撤銷者比較，其可

責性相對較高。 

 

第二節  牌價與實際價格 

 

關於未來價格資訊的交換，馬泰成 (2006)
 156曾建議：競爭機關

於處理訊息交換案件時，應留意區分事業所預告之價格究係牌價或是

實際交易價格。牌價是賣方所公告之產品最高價格，並以之做為與買

方議價折扣的基準，具有廣告與參考性質。而買方則也可藉由牌價資

訊，推斷出商品之價格上限，並以之做為議價依據。因此，牌價資訊

透明化，可便利雙方價格的協商，減少相當的交易成本，在某種程度

上，牌價的公告、預告與交換具有提升交易效率的意義。特別是上游

的大宗原物料的同質品市場，例如：石化原料、大宗穀物、紙漿、肉

類等市場，買賣雙方必須倚靠透明的牌價資訊，進行詢價、議價與交

易。即使是品質略有差異的產品，也可藉由主牌與副牌之分，調整各

廠報價，使交易順利進行。因此，牌價的交換並不全然為了壟斷市場，

而是存在相當的效率意義。 

一般而言，牌價較為固定，變化頻率與幅度也較小。反之，買賣

雙方的實際交易價格卻會因應供需變化而隨時調整，無論是變化頻率

或變化幅度都大於牌價者。更重要的是，即使所有廠商的牌價完全相

同，但廠商針對不同買家卻都有不同的實際交易價格。也就是賣家會

針對個別買家不同的進貨數量、付款方式、信用風險與運輸成本，而

有不同的折扣標準。因此，即使牌價資訊透明化且各廠牌價相同，但

是，個別買家的實際交易價格卻不可能相同，廠商也不可能知道競爭

對手的實際售價。因此，牌價訊息的交換不必然會導致實際價格資訊

透明化，買賣雙方最多只能根據牌價的調整，判斷大盤走勢。更重要

的是，牌價漲跌的訊息預告也並不必然會影響市場競爭，甚至可提高

交易效率，便於買賣雙方掌握大盤趨勢，因而具有較低之可責性。例

                                                      
156 前揭註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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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 Ethyl 案中157，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認定 Ethyl、DuPont、

PPG、Nalco 等 4 家生產含鉛抗爆震添加劑的廠商利用相互交換漲價

訊息的方式，聯合調漲產品售價。但本案當事人因不服 FTC 裁決，向

巡迴法院提起上訴，巡迴法院於 1984 年以證據不足為由，推翻 FTC

裁決，作出有利 Ethyl 等 4 家廠商的判決。原因即在於：業者所交換

的預告價格只是其批售給下游客戶的牌價，但實際價格仍會因客戶進

貨數量多寡、信用風險、付款方式、賒借期限而有不同的折扣。因此，

雖然四家廠商牌價相同，且 Ethyl 及 DuPont 等主牌產品價格與牌價甚

為接近158，然而 Nalco 及 PPG 等副牌產品卻仍按牌價給予客戶相當的

折扣優惠。法院因而指出：漲價訊息交換尚無法造成全然的價格訊息

透明化。更何況實際交易價格為事業的營業秘密，廠商不可能得知競

爭對手的實際售價。因此，FTC 所掌握的牌價調整證據，並不足以推

斷業者之間有合意協調漲實際價格的壟斷行為。訊息交換充其量僅能

促使各廠牌價相同與漲幅相同，但不一定會形成相同的實際售價調

整。 

總之，就訊息交換做為間接證據的強度而言，由於事業從事牌價

交換或單方面預告牌價調整，兩者均具有相當程度的效率意義，且並

不必然影響市場競爭，執法機關實難單憑相同之牌價調整，認定合意

壟斷市場是當事人交換牌價資訊「唯一的合理解釋」。 

反之，卡特爾如欲藉訊息交換促進資訊透明化，以塑造出漲價環

境，就必須交換未來實際價格的調漲計畫，而非牌價的調漲計畫。但

如前所述，即使在同質品市場且產品牌價相同，但實際價格也會因交

易條件不同所反映之折扣多寡，而有不同。更何況在異質品市場，各

廠產品特性與規格差異更大，卡特爾不可能精確掌握各廠產品價格並

取得漲價共識；或即使勉強協調出一致的壟斷價格，但也無法有效監

督欺騙行為。因此，卡特爾為保證聯合行為能夠順利運作，除了必須

                                                      
157

 E.I. Du Pont de Nemours&Company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Ethyl 

Corporation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729 F. 2d 128, 1984)。 
158

 DuPont、Ethyl、PPG、Nalco 等四家廠商市占率分別為 38.4%3、3.5%、16.2%、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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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牌價資訊外，還需要採取其他便利機制，促使實際價格資訊透明

化，俾便利卡特爾能在齊一的基礎上，比較各廠售價之差異，以監督

實際價格並防止欺騙行為。因此，這些便利機制目的在於：促使實際

價格資訊透明、易於比較。依據本研究針對歐美案例的整理分類，大

致包括：一、美國糖業卡特爾案159：卡特爾制訂產業內規，要求所有

廠商採用齊一的產品包裝、對所有客戶適用相同的付款條件、各廠不

得為客戶代墊倉儲費用或給予運費折扣，以促進實際價格資訊透明化；

二、Petroleum Products 案160：石油公司除交換牌價資訊並預告牌價調

漲計畫外，並公告對不同等級客戶的折扣標準，便利卡特爾能夠藉由

牌價推算出各廠的實際價格，使價格資訊完全透明，以便於卡特爾監

督、比較各廠價格。三、GE-Westinghouse 案161：奇異與西屋兩家公

司的產品（發電機）規格極端複雜，為便於雙方比較對手的產品價格，

兩家公司合意製作價格手冊，將不同規格與不同形式的產品列表並比

較其價格與功能差異，藉以推算出一致的比較基礎，以建立價格資訊

透明化的基礎。四、 Pittsburg Plus 案162：美國鋼鐵業採用基礎點定價

方式(based-point pricing)計算到貨價格(delivered prices)。所謂的基礎

點價格是廠商對客戶的報價為內含運費之價格，但運費則是以某特定

基礎點至客戶指定的交貨地點之間距離，做為計算基礎。但基礎點未

必是廠商所在位置或實際發貨地點，而是在相約成俗的某特定地點，

例如：美國鋼鐵業的報價通常是以匹茲堡作為基礎點計算價格，即使

是位於俄亥俄州的鋼鐵廠提供給位於芝加哥客戶的報價，也必須以匹

茲堡做為起運點計算運費。此一機制可使位於不同地點的鋼鐵廠，以

相同運價基礎進行報價，有助於實際價格資訊透明化，並防止個別鋼

鐵廠私下以吸收運費的方式，降價掠奪同業客戶。此時，一旦所有鋼

                                                      
159

 Sugar Institute. v. United States., 297 U.S. 533, (1936). 
160

 In Re Coordinated Pretrial Proceedings in Petroleum Products Antitrust Litigation 

906 F.2d 432 (9
th

 Cir. 1990). 本案係美國西部各州控訴石油公司事前散佈價格漲跌資

訊構成一致性行為。 
161

 United States v. GE Co., (1977) 1 Trade Cas. (CCH) 712. 
162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 8 Fed. Trade Com. Dec. 1, 

61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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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廠商均以相同的運費基礎報價時，若某家廠商想暗中降價招攬客戶

時，將很容易被其他廠商發現。 

前開案例的共同點在於：牌價交換本身雖不至於造成價格資訊透

明化，甚至某種程度上還能促進交易效率與市場競爭。然而一旦加上

其他便利機制，允許廠商能將牌價換算成實際價格，建立起透明的資

訊環境，以便利卡特爾能夠在相同的基礎上，比較各廠售價之差異，

監督實際價格並防止欺騙行為，就能促進聯合行為的成立。例如：美

國最高法院於糖業卡特爾案的判決書中就明確指出：製糖業者交換牌

價與漲價計畫之行為本身並不具限制競爭效果，甚至能讓客戶掌握未

來價格趨勢，除能便利買方提前購買以減少支出外，也有助於下游產

業能夠擬定生產計劃，避免產銷失衡。因此，真正構成違法要件者還

是在於：產業內規使原本單純的價格流通機制反而成為壟斷市場意思

聯絡的管道。以下，謹針對預告牌價與實際價格之差異為切入點，針

對執法機關之執法方向，提出分析結果： 

 

結果：牌價代表賣方所公告之產品價格上限，並做為與買方議價折扣

的基準。牌價資訊透明化，可便利雙方價格的協商，減少相當

的交易成本。因此，牌價交換具有提升市場效率的意義。反之，

事業除公告牌價外，還達成意思合致，建立起便利機制，允許

個別事業能夠在相同的基礎上，將競爭對手的牌價換算成實際

價格，以策略性地溝通彼此實際價格，進而影響競爭對手的產

出行為。由於此等機制係出於人為之壟斷意圖，因此，公告實

際價格之可責性高於公告牌價者。 

 

第三節  科技產品與傳統產品 

     

本節強調：即使不考慮訊息交換(特別是與專業化、合理化與規

格化有關之技術交換)對促進創新的重要性，由於科技產業以產品創

新速度做為競爭主軸(簡稱創新競爭)，並非傳統產業的價格競爭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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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競爭，致使其產品內容日新月異、規格漸趨複雜，而使聯合行為不

易發生於科技產品市場。因此，科技廠商間的訊息交換應較傳統廠商

具有較低可責性。相關推理如下： 

    傳統產業產品，例如：水泥、砂石、油品等大宗商品，由於產品

同質性高、事業間的成本結構與市場需求均大致相同、產品規格整齊

劃一，該等因素非但有助於壟斷價格與產量等默契之形成，亦有利於

對欺騙行為之監督，聯合行為甚易進行。因此，競爭機關須對傳統產

業(特別是同質品產業)事業間訊息交換，賦予較大關注，以免形成水

平交易限制。此外，就上下游垂直關係而言，同質品不須廣告促銷，

沒有經銷商間彼此搭便車之顧慮，製造商也不須透過 RPM或其他非價

格限制約束經銷商。因此，垂直交易限制與聯合行為不可能並存於傳

統產業之內。 

    反之，科技產業於競爭法所具有之非難特性，主要係在於垂直經

銷限制，而非水平之聯合行為。由於科技產品創新速度較快，使得各

家產品品質及規格差異較大，很難形成聯合合意，即使勉強成立，卡

特爾也很難設計一套通用各廠的換算標準，比較各個品牌與性能不同

產品的實際售價，以協議出壟斷價格並監督欺騙行為，使得水平聯合

行為很難成立。但另方面，產品異質化卻使得各廠必需透過廣告或其

他促銷活動以行銷商品，而有經銷商間彼此搭便車之行為，因而容易

產生類諸獨家代理、獨家交易、RPM 等垂直限制問題。針對科技與傳

統產業兩者截然不同之特性，提出分析結果如下： 

 

結果：科技業產品異質性高、規格複雜聯合不易，加以廠商間之資訊

分享具有很高的效率意義。因此，與傳統產業比較，科技產業

廠商交換訊息的可責性相對較低。 

 

第四節  景氣平順與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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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CJ 在 John Deere vs Commission 案163曾發現：在景氣平順與供

需狀況穩定時，整體產業與個別廠商的出貨較為穩定，變動量不大。

此時，一旦發生整體產出暴增或是市場價格劇跌情勢，卡特爾可以很

容易地判定出：產出增加係來自欺騙行為而非供需波動。 

    反之，當市場供需劇烈變動之際，即使發生產品價格下跌，卡特

爾也無法區分產品銷路減少到底是源自需求減少？還是個別廠商暗

地增產所致？此時，廠商之間進行訊息交換非但不至於肇致聯合行為，

更有利於各廠掌握供需波動訊息，擬定正確的生產與投資計畫，因而

具有相當的效率意義。相關分析結果如下： 

 

結果：事業在供需狀況穩定時，交換價格與產出等敏感性訊息，較諸

供需劇烈變動時，有較高的可責性。 

 

第五節  主要結果：競爭機關對於訊息交換建議訂出的明確

指導原則規範事業私下交換未來敏感性訊息行為 

     

由於訊息交換兼具促進效率與限制競爭的雙重意義，而該等行為

是否違法又必須由政府認定。一旦發生執法錯誤，就容易導致競爭機

關執法對良性訊息交換的封鎖效果。雖然提升執法效率必須仰賴人員

教育訓練、國際執法合作、投入人力、物力資源等長期努力，但不容

否認的是：競爭機關如果能針對訊息交換案件訂出明確的指導原則，

提供承辦人員與業者區分合法(提高效率)與違法(限制競爭)的標準，

確實是一個短期立即可行的方案。因此，OECD (2001)就主張競爭機

關應盡可能對訊息交換提出明確的指導準則，針對某些訊息交換行為

訂出絕對違法(per se illegal)的標準，以比照對核心卡特爾(core cartel)

的規範，一方面可減少事業經營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另方面也能保障

良性的訊息交換。 

    然而由於不同產業的發展背景、產品特性、交易慣例，存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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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T-35/92, John Deere v Commission, [1994] ECR II-957, paragraph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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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以致形成難以逾越的灰色地帶，很難訂出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

指導原則。因此，到目前為止，OECD (2010)
164最多也僅是依據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Kühn (2001)、瑞典競爭局等165一系列研究，建議

各國競爭法執行機關應針對：事業私下交換彼此未來敏感性資訊的行

為，採取絕對違法原則規範。而該原則並經歐洲法院(EUCJ)背書，成

為 T-Mobile 案166的審判依據。本質上，此一執法原則其實就是前述第

五章分析結果的交集，顯見 OECD 提議確能禁得起經濟理論與法律實

務的檢驗，將會成為各國規範訊息交換的主流趨勢。 

    至於就絕對合法訊息交換行為的認定而言，美國與歐洲的競爭體

制多訂有安全港(safe harbours)條款明示：執法機關對訊息交換的規範

僅適用於市占率超過一定水準以上的獨占事業，以減少事業經營所面

臨的不確性。例如：美國司法部與 FTC 的反托拉斯指導原則就明定：

只要交換訊息事業的市占率合計不超出 20%，即不列入聯合行規範，

以減少事業經營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但因競爭法中的限制競爭行為規

範原本就是反托拉斯政策之一環，旨在規範市占率達到定以上程度的

大事業，例如：我國公平法第 14 條：「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

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

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

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

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即已明訂聯合行為的效果要件須以事業市場

力量大到足以影響市場供需者為限。 

    此時，一則法規已明訂：聯合行為的規範僅限於具備市場優勢的

大事業；再則聯合行為畢竟涵蓋範圍較訊息交換為廣泛，例如：劃分

市場、聯合採購、聯合銷售、合資創業等，倘執法機關僅針對訊息交

換設定安全港，但其他聯合行為是否也應比照設定？更何況市場占有

                                                      
164 前揭註 18, 51。 
165 前揭註 12, 311-337; Kühn, K., “Fighting Collusion - Regulation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Firms.” 32Economic Policy,1-37(2001); Swedish Competition Authority, The 

Pros and Cons of Information Sharing(2006). 
166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UCJ’) in Case C-8/08, T-Mobile, of 4 

Jun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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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計算更涉及市場範圍認定、產品特性歸類、需求彈性設算等諸多

複雜因素，即使政府公告安全港範圍，但實務上也很難期待業者能夠

自行認定其市場占有率。因此，本研究認為：執法機關尚不宜提出絕

對合法的訊息交換行為。基於相同考慮，OECD (2010)
167也對安全港

機制持相同的保留看法。 

    撇去訊息交換的影響效果不論，另針對訊息交換的種類而言，

OECD 也認為訊息交換涉及產業特性等諸多複雜因素，很難單就某種

型態的訊息交換認定其絕對沒有限制競爭的顧慮。例如：許多學術文

獻168與司法判例169認為：廠商透過第三者交換整體產業資訊僅有提升

經濟效率的促進競爭效果，沒有限制競爭效果，然而 OECD 仍引用歐

盟執委會的意見認為：即使交換整體產業資訊也見得沒有限制競爭的

顧慮，例如：一個長期穩定的卡特爾就能夠根據產業的整體價格是否

突然、無預警下跌，判定成員是否有秘密增產與降價等欺騙行為。 

結果：公平會宜比照歐盟法制，訂定明確指導原則規範事業私下交換

未來敏感性資訊行為170。 

 

 

 

 

 

                                                      
167 前揭註 18, 52。 
168 例如：Caffarra, C. and K. U. Kuhn, “The Cost of Simplistic Rules for Assessing 

Information Exchange: The Italian Jet Fuel Decision.” in The Pros and Con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Swedish Competition Authority (Edt.) pp. 131-140(2006). 
169

 德國杜塞道夫高等法院：decision in case Kart. 37/01, Transportbeton Sachsen, 26 

July 2002, WuW/E DE-R 949. 
170 值得留意的是，前述所歸納的七項目的或效果侵害思考方向，其實都是以效果

型限制依行為結果限制競爭效果高低來界定是否違法的判斷途徑，而不是採取目的

型限制只看行為特徵，不看行為結果或效果的判斷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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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敏感資訊交換整合分析 

 

    本章首先針對敏感資訊交換所形成之目的或效果侵害(原則禁止)

各思考方向進行整合探討；其次就例外許可各類型及有益於整體經濟

與公共利益之要件進行分析。 

 

第一節  目的或效果侵害整合分析 

 

    美國對於資訊分享與競爭法之關係大都採用合理原則，例如：

1921 年硬木協會案171，該協會要求會員定期報告商業資訊，不符合競

爭者間之常態，被認定為聯合行為；1936 年食糖協會案172及 1969 年

集裝箱案173，由於價格為該等產業中企業競爭的重要因素，交換價格

資訊形同消除競爭，因而被判違法；但在 1925 年楓木地板廠商聯盟

案174，法院認為交換資訊並未影響廠商之獨立判斷及訂價，未對消費

者造成不利影響，認為並未違法175。 

 

一、目的或效果侵害探討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
176借由歐盟條約第 101 條及水平協議指

導原則來處理競爭者資訊交換問題，並依資訊交換特性將之分成 3 類

(the good, the badand the ugly)，其中又將 the ugly 依目的侵害或效果侵

害作詳細分析，詳情如后： 

 

(一)何種類型資訊分享應歸類為目的侵害 

                                                      
171

 American Column & Lumber Co. v. U.S., 257 U.S. 377(1921). 
172

 Sugar Inst. v. U.S.533(1936). 
173

 United States v. Container Corp. of America, 393 U.S. 333(1969). 
174

 Maple Flooring Manufactureers Ass’n v. U.S., 268 U.S. 563(1925). 
175 李綱信，「歐美競爭法之初步研析」，經濟研究，第 12 期，345-346(2012)。 
176 前揭註 10，32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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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者間分享未經整理之秘密(confidential)未來意圖資訊，特別

是有潛在促進競爭者間達成勾結協議者，應被歸類為目的侵害。這些

情形在案例法及判決實務上都有很清楚的說明，涉有侵害歐盟條約第

101 條之虞。 

    英國公平交易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
177曾調查有關揭露未

來定價意圖資訊的諸多案例。例如，在私立學校(indenpentent shools)

案178，CMA 掌握私立學校間交換未來收費資訊，具有反競爭效果而

為目的侵害。在這個案例中，私立學校間彼此揭露未來收費改變意圖

資訊，此案在法律上有許多特性被評定為目的侵害：1.透過非公開管

道交換秘密未來意圖資訊；2.係屬規律有系統的交換，且維持數年期

間；3.交換時機與學校下一年度收費設定時點相符合。 

CMA 又宣佈銀行業另一個交換未來秘密定價意圖資訊之調查結

果。此案179為蘇格蘭皇家銀行(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RBS)向巴

克萊(Barclys)銀行揭露定價資訊，惟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涉及單方向

競爭者揭露未來定價意圖，此一定價資訊在實務上很少被競爭者所知

悉，將不利於競爭環境之維護，就如同目的侵害一樣。 

    在法律上另一值得注意的是，資訊分享會侵害競爭甚至在競爭者

之間未直接產生交換。例如，CMA 曾調查幾個被稱為軸輻網路效果

(hub-and-spoke)的案例，這些案例是透過第三方安排商業敏感性資訊

交換(一個零售商經由供應商與其他零售商交換資訊)。以下是，英國

上訴法院針對 Hasbro 案與 Replica Kit 案的判決，說明零售 A 將預定

的漲價計畫提供給供應商，並確信供應商(具公信力的第三者)會將漲

價訊息傳達給零售商 B，且確信零售商 B 在決定價格時受其漲價計劃

影響。而且事實上，漲價計畫經過供應商的認證與傳達下，也的確促

成零售商 B 跟漲。這個案例的條件，為競爭者之間所交換之資訊經由

                                                      
177

 2014 年 4 月 Office of Fair Trading(OFT)更名為 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CMA). 
178

 Decision of 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 No CA 98/05/2006. 
179

 OFT press release 34/10, “RBS agree to pay 28.5 million penalty for disclosing 

pricing information to competitor”, 30 Marc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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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人傳遞，而產生影響市場或反競爭行為。 

    在美國也有類似的經驗，例如，美國 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ATP)

公司180案，有 8 家美國最大的航空公司經由旅行社使用同一套電腦儲

存系統傳遞現在及未來票價資訊，此一系統不僅幫助航空公司瞭解競

爭者之現有票價，同時協助航空公司瞭解其他公司尚未執行的未來票

價意圖，其結果，這種資訊分享不僅幫助廠商經由未來意圖揭露而達

到一致化焦點價格，同時透過現有價格揭露達到監督目的。因此，美

國法務部(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經由判決阻止航空公司繼續交換

此種資訊。 

    前揭情形，案例法與經濟理論是否一致？一般認為，若是頻繁的

交換未來未經整理之個別廠商定價資訊，應被歸類為目的侵害，甚至

這種交換是經由第三方傳遞，仍被視為目的侵害。從經濟學的觀點，

這種分類似乎合情合理，而在某些條件下，能從個別廠商揭露未來定

價資訊得利，例如能幫助廠商達到較好的銷售預測，但這些資訊若被

用為廠商間之合作，對消費者有潛在的傷害也應被考慮。進一步言之，

經由揭露較少傷害的資訊也能達到前述利益，例如跨產業經整理之預

測而非個別廠商預測。這種情形，需採取個案(case by case)分析，但

很少發現分享未來定價意圖資訊能與歐盟條約第 101 條相容。基於此

一理由，對於分享未來意圖資訊(包括數量、產出、銷售等)，被歸類

為目的侵害似乎合情合理。 

    當然，被歸類為目的侵害之行為不等同當然違法，任何協議、契

約或其他合意若能符合歐盟條約第 101 條第 3 項的規定均可豁免落入

聯合行為之規範，包括：消費者獲得效率利得須要超過揭露資訊的限

制效果；另外，限制也不能超越達到效率利得的需求，此可以藉由能

達到相同結果之其他較少限制之方案來檢驗，同時揭露必須不能具有

減損競爭之可能。 

 

(二)何種資訊分享不會落入歐盟條約第 101 條，縱使落入也會被以效

                                                      
180

 前揭註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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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侵害處理之 

    若分享業經整理的過去資訊，一般而言，不會落入歐盟條約第 101

條，若落入也會以「效果」基礎作為評估，這也符合經濟學的觀點。

產業階段經整理的資訊不可能被用來合作，因為它很難達到焦點(focal 

point)或用來監督競爭者，同時廠商也無法從這些資訊瞭解他們的競爭

者在作什麼？這些資訊有很顯著的歷史特性不可能用來作為現在或

未來的合作基礎，因為歷史資訊不可能提供廠商未來想做什麼的暗示，

於是無法協助參與者達到焦點。進一步言之，歷史資訊也無法有效的

監督默示性協議。 

    所謂「歷史」，其資格將依賴市場特性和該階段的競爭互動而定。

例如，市場投標過程被授予合約，許多將依賴合約期間型態和合約授

予過程的頻率。假如：投標過程每二年一次，二年前的資訊可能被使

用；假如投標過程每週進行，一年前的資訊不可能促進合作在無特殊

條件下。相同的，分享公開商業或非商業敏感資訊不可能違背競爭

法。 

    最後一個有趣的問題，資訊分享的安全港(safe harbour)是否類似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內其他協議的安全港一樣，不會傷害競爭，現有水

平協議指導原則並無提供如此信息。然而，安全港就資訊分享而言，

可以給予格外的法律安定性，不會提升競爭事件。目的侵害起初被定

為可能造成競爭傷害。而前揭類型侵害送來一個強烈不同信號，因此，

我們支持把安全港界定為效果基礎侵害的範圍。 

    但是，效果基礎資訊分享安全港的實務作為如何？若資訊分享，

僅涵蓋市場小部分範圍，對競爭將不可能創造傷害。因此，資訊分享

含蓋範圍將可以作為安全港的門檻基礎，因之，安全港絶對要設定一

個特定門檻。而在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內其他安全港的現有標準如何？

20％是一個可以被考慮的合理始點，同時任何安全港也跟垂直指導原

則(vertical guideline)一樣，都必須遭受累積覆蓋率(cumulative coverage)

檢定，藉以阻止透過網路資訊分享而使得資訊含蓋全部市場，在此一

背景下，30％可被視為累積檢定的合理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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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目標是要創造一個安定的法律環境和允許小廠商分享促

進競爭資訊，但是安全港可能創造一個預料外的結果，例如，門檻提

供廠商拒絕跟小競爭者分享重要資訊的正當理由，如此，可能會限制

他們的競爭能力。另外，在小的終端市場替廠商創造一個安全港，似

乎暗示超過門檻的資訊分享都不是安全的，即使方案不會創造焦點和

勾結風險，這將導致廠商意識到任何不在安全港內的事情都是有傷害

的，甚至如同產業終端經整理之銷售和價格趨勢等有利的歷史資訊交

換，都無法在所欲達到的效果基礎下評價。 

 

(三)目的或效果侵害須被精確的解釋 

    透過秘密管道分享個別廠商未來定價或數量意圖資訊將有傷害

競爭之虞，這些被分類為目的侵害尚無爭議；相對的，透過公開管道

分享經整理之過去成本(非策略變數)資訊，對競爭將無傷害之虞，被

分類為效果侵害也無爭議(假落入歐盟條約第 101 條第 1 項)，最難於

歸類的資訊分享係介於二者間，詳如表 1-1。 

關於表 1-1 難於分類部分，水平協議指導原則曾作如下說明：競

爭者間個別廠商關於未來定價意圖或數量……….應該被認為對競爭

的限制，而落入歐盟條約第 101 條第 1 項的範圍，同時也暗示關係到

未來行為意圖的現有資訊交換行為(不同型態的資料)能直接作為欲達

到未來定價或數量的推論181。所以，水平協議指導原則認為，區隔目

的或效果侵害應該轉換為資訊是否關係到未來定價或數量意圖(不論

該資訊是現在或未來)，這樣的區隔產生二個有趣的議題： 

1.很難精確定義什麼是「關係到未來意圖的現有資訊」。 

    若對於競爭者或第三方所有提供現有定價資訊都被視為目的侵

害，將造成消費者權益的諸多減損。例如，透過價格比較網站提供經

由第三方蒐集或競爭者直接提供的現有整理後之價格資料，對消費者

購買決策，能產生諸多顯著利益，這也說明了利用目的侵害而非效果

侵害處理限制，將有剥奪消費者權益風險之虞。然而，以效果侵害來

                                                      
181

 前揭註 10，3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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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所有現有資訊公開也只能產生部分合適遏制力 (suboptimal 

deterrence)。在許多案例中，策略性現有資訊(例如，價格、數量)散播

類似於未來資訊的揭露。例如：當價格微成本高頻率的改變，現有價

格資訊將擔任傳遞未來意圖信號的角色；另外，現有資訊比未來資訊

對於監督協議可能更有效果。以上二者，仍然不能排除分享現有資料

所產生的消費者傷害。 

2.未完全釐清是否以公開管道分享未來定價意圖將被歸類為目的侵

害。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認為，透過公開管道揭露未來定價意圖將被視

為目的侵害。然而，這段話有一個前提(prefix)：「競爭者間之資訊交

換」，此暗示單方透過公開管道揭露未來定價資訊不會被視為目的侵

害，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透過公開管道揭露未來定價資訊將使消

費者得到更廣泛的顯著利益。例如，電子產品廠商規律的宣佈新產品

的未來價格、零售商宣佈即將銷售之產品價格都是。這些事件之處理

若都被視為目的侵害而非效果侵害，將會產生所有類型的價格揭露都

有侵害消費者利益之風險。 

    有一種方法可以說明前揭事件，藉以解析目的或效果侵害，即資

訊的提供是否透過秘密或公開管道(對任何人都能無成本的自由取得)

為基礎。在這種方法下，當個別廠商利用秘密管道分享現在或未來意

圖資訊，將被視為目的侵害；反之，若個別廠商利用公開管道分享現

在或未來意圖資訊，將被視為效果侵害。此一方法，有利於在目的侵

害或效果侵害間提供一個清楚的界線，以減少法律的不確定性，同時

也有經濟性理由來支持為何如此區隔？包括： 

(1)透過公開管道揭露現有定價意圖可以幫助消費者跨產品比較，增加

競爭強度。同時利用公開管道揭露資訊，其特性可以確定價格比較網

站不會被以目的侵害來調查，而係以效果侵害。藉由公開管道揭露未

來意圖將可在價格改變前告知消費者，如此可以協助消費者進一步反

應。例如，消費者可以在價格改變前決定增加購買量或推遲購買。 

(2)透過公開管道揭露可以傳遞較秘密管道揭露更顯著有價值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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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達到定價目的。而未來定價意圖對消費者所承擔的風險，係它們

允許達到焦點價格而無損失銷售量之虞，以致造成價格上漲。故利用

公開管道揭露未來價格之改變，消費者有較充裕時間去因應。 

    但也不是說利用公開管道揭露就不會傷害消費者權益。當此一揭

露無法達到承諾價值(commitment value)或競爭者的反映難以預測時，

公開管道揭露未來意圖仍然會對消費者造成傷害。公開定價揭露不會

產生執行該價格承諾，但在競爭者之間會成為傳遞定價意圖的信號，

此一現象，類似未來定價意圖。更進者，若無任何承諾價值，公開定

價揭露大幅減損消費者權益是很清楚的，也不可能合乎歐盟條約第

101 條第 3 項的門檻標準。 

    然而，公開管道揭露具有減輕公佈時發生應注意而未注意所形成

傷害之風險。利用公開管道分享資訊也可幫助主管機關和潛在抱怨者

發現此一交換有顯著增加成為有害協議的可能性，同時也可減少蒐集

有效證據的困難度。相同的，公開管道揭露某一廠商的偶發事件，將

可使競爭者提早反映，更可進一步發現此一交換應以聯合行為處理而

非資訊分享。為了平衡此一議題，他們認為，以公開管道分享資訊較

適合被引導作為效果分析而非目的分析的基礎。 

 

二、目的或效果侵害整合分析 

 

    本研究列有 7 個目的或效果侵害思考方向，以下將從法律面與經

濟面整合分析，以界定所屬類別何者傾向效果侵害？何者傾向目的侵

害？由於美國法對資訊分享與聯合行為的關係，大都採用合理原則；

歐盟法規與日本法規又有諸多雷同之處，其中又以歐盟法規之規範更

為完整，因此，以下之分析以歐盟法規為主。 

 

(一)資訊交換管道：公開/秘密管道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第 7 項判斷基準概述，有關資訊交換管道是否

公開，就該資訊交換是否影響競爭至為關鍵。如果能使所有競爭對手



133 
 

和顧客能夠平等地接近交換的資料（就進入成本(costs of access)而言），

則資訊交換是真正地公開。由於公開地交換資訊將會降低市場上共謀

結果的可能性，使得非參與協調的公司、潛在競爭對手以及顧客有抑

制潛在限制競爭的能力。縱使該資訊交換仍有促成市場上共謀之虞，

而落入歐盟條約第 101 條第 1 項的規範，Bennett and Collins(2010)仍

認為，較適合被引導為效果分析而非目的分析的基礎。另外，事業公

開進行訊息交換，並允許買方參與，將有助於業者避免產銷失衡與判

斷產業發展趨勢，減少投資風險，具有效率意義。但是，事業私下以

秘密管道交換資訊(特別是未來定價意圖)，則多數反映其壟斷市場的

意圖，較不具促進競爭效果。因此，以間接證據的強度而言，事業以

秘密管道交換訊息之可責性高於公開者。再就案例言之，OFT 所調查

的私立學校案182就是透過非公開之秘密管道交換資訊，並成為目的侵

害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二)交換資訊之性質：個別事業/整合性資訊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第 3、6 項判斷基準綜合概述，交換真正整合

性(含公開)資訊(例如產業資訊)，與交換個別事業層級資料相比較，

一般來說，不太可能違反 TFEU 第 101 條規定，而導致限制競爭效果。

由貿易組織或者市場情報公司收集和出版整合性市場資料（如銷售數

據，能力數據或投入和成分成本數據）可能會使供應商和顧客受益，

使他們能夠更清楚地了解某區塊之經濟狀況。這樣的資料收集和出版

可能使市場成員做出更明智的個別選擇，以便有效地適應市場條件。

更廣泛地說，除非是在牢固的寡占下進行，否則整合性資料的交換不

太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Bennett and Collins(2010)認為，一般而

言，不會落入歐盟條約第 101 條第 1 項範圍，若落入也會以「效果」

基礎作為評估，這也符合經濟學的觀點。相反地，個別事業性質的資

料，其交換有助對市場和懲罰策略的共識，允許參與協議的事業挑選

出偏差者或進入者，有限制競爭之虞。另就案例言之，RBS 向 Barclys

                                                      
182 前揭註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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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揭露個別定價資訊，係被認為歸屬目的侵害的要因素之一。 

 

(三)資訊交換時間遞延：過去/現在/未來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第 4 項判斷基準概述，過去歷史性資料

(historic data)的交換不太可能導致共謀結果，因其不太可能表述競爭

對手的未來行為或提供在市場上的共識。交換歷史性資料不太可能

有助於監測偏差，因為數據越舊，要作為及時檢測偏差並迅速報復

的可確信威脅，就越沒有效果。換言之，當資料夠舊，不會給競爭

帶來風險。Bennett and Collins(2010)也認為，歷史性資訊有很顯著的

歷史特性不可能用來作為現在或未來的合作基礎，也不可能提供事

業未來想做什麼的暗示，於是無法協助參與者達到焦點。進一步言

之，歷史資訊無法有效的監督默示性協議。故縱使落入歐盟條約第

101 條第 1 項規範，也會以「效果」基礎作為評估。 

另就經濟分析觀點，事業進行過去訊息交換，有助於避免產銷

失衡與判斷產業發展趨勢，具有效率意義。但是，事業交換未來訊

息，則多數反映其壟斷市場的意圖，較不具促進競爭效果。因此，

以間接證據的強度而言，事業交換未來與目前價格訊息之可責性高

於交換過去的歷史資料。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同時也暗示關係到未來

行為意圖的現有資訊交換行為(不同型態的資料)能直接作為欲達到

未來定價或數量的推論，故認為區隔目的或效果侵害應該轉換為資

訊是否關係到未來定價或數量意圖(不論該資訊是現在或未來)。再就

案例觀之，不論是前揭的私立學校案或 RBS 案，都是交換未來資料

或可影響未來意圖之現有資訊，而成為目的侵害的重要考量因素。 

 

(四)資訊交換含蓋範圍：參與資訊分享者市場覆蓋率大/小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第 2 項判斷基準概述，如果參與交換的事業所

覆蓋相關市場為相當大的一部分 (a sufficiently large part of the 

market)
183，其交換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否則，不參與資訊交換的競

                                                      
183 構成“市場相當大的一部分”不應抽像定義，而是取決於個案的具體事實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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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對手將會抑制所涉事業的任何反競爭行為。例如，未參與資訊交換

的事業定價低於協調價格的水平，就會威脅到共謀結果(collusive 

outcome)的外部穩定。 

    什麼是資訊分享安全港(safe harbour)？係以資訊分享含蓋範圍作

為安全港的門檻基礎，可藉以創造一個安定的法律環境和允許小廠商

分享促進競爭資訊，但現有水平協議指導原則並無提供如此信息，水

平協議指導原則內其他安全港的標準又如何？20％是一個可以被考

慮的合理始點，同時任何安全港也跟垂直指導原則(vertical guideline)

一樣，都必須遭受累積覆蓋率(cumulative coverage)檢定，藉以阻止透

過網路資訊分享而使得資訊含蓋全部市場，在此一背景下，30％可被

視為累積檢定的合理始點。安全港就資訊分享而言，可以給予格外的

法律安定性，不會增加競爭事件，因此，我們支持把安全港界定為效

果基礎侵害的範圍。相反的，其資訊交換超出安全港範圍，而為大範

圍市場覆蓋率的資訊交換，較可能產生限制競爭之虞，而被列為目的

侵害之評估對象應無疑慮。 

 

(五)資訊交換的效力強度：剛性不得撤銷/柔性隨時調整 

OECD (2010)
184對卡特爾行為經過長期觀察後認為，卡特爾行為

最穩當的價格調漲方式，就是設計一套機制，允許價格上漲的預告不

具拘束力，使漲價發動者可以在成本與風險幾乎趨近於零的前提下，

隨時提出、修正、撤銷漲價預告，以試探對手反應，才能透過一連串

的修正過程，由各當事人逐步向上調漲價格，直到所有成員都能接受

的最高價格為止。由於這種私下交換未來價格資訊行為，消費者無從

知曉，市場也無實際交易。因此，發布訊息者可在不須擔憂客源流失

的環境下，藉由公告漲價，期待競爭對手亦能採取相同之漲價行為，

                                                                                                                                    
關資訊交換的類型。但是，如果在水平協議的情況下進行資訊交換，且不超出其履

行所需，此時市場覆蓋率低於本準則相關章節之規定、相關的豁免條例或“the De 

Minimis Notices”中所訂之市占率，這些資訊交換行為通常不足以產生限制競爭性的

效果。 
184 前揭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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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對手不願接受，也能藉由錯誤探知對手底線。就案例而言，最典

型的案例就是美國 ATP 案185，藉由此種方法達到未來價格一致化意圖，

同時透過現有價格揭露達到監督目的。因此，成為目的侵害的重要考

量因素之一。 

相反的，如果預告價格上漲具有若干拘束力，例如：透過媒體公

開預告漲價，以致眾所周知無法隨時撤銷；或是預告價格調漲機制係

基於下游客戶集體要求，以做為買方擬定未來採購計畫之用，賣方任

意撤銷，恐將承受買方反彈與商譽受損風險時，預告價格即成為具有

拘束力的價格承諾。此時，漲價預告勢在必行，無法任意撤銷，即使

競爭對手不予支持，但也必須漲價。因此，競爭機關最多只能將該等

漲價預告認定為是：單方面的建議，期待對方能配合自己漲價，並無

共謀壟斷市場的合意。這種有價格承諾意涵之資訊揭露，類似於公開

管道分享資訊，較適合被引導作為效果分析的基礎。 

 

(六)資訊交換的內容：策略/非策略資訊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第 1 項判斷基準概述，競爭者間交換策略性資

料，有可能降低市場競爭的不確定性，相較於交換非策略性資訊，更

有可能違反 TFEU 第 101 條第 1 項。分享策略性資料可能會產生限制

競爭的影響，乃因可透過降低競爭的誘因來減少成員的決策獨立性。

所謂策略性資訊，具體可包括價格（例如實際價格，折扣，增加，減

少或回扣），顧客名單、生產成本、數量、營業額、銷售，能力、品

質，行銷計劃、風險，投資、技術和研發相關的計畫與成果。一般而

言，與價格和數量相關的資訊是最具有略性的，其次是關於成本和需

求的資訊。然而，對於從事研發方面的事業，則技術資料可能是最具

策略意義的。 

卡特爾行為如欲徹底遏止欺騙行為，保證成員的長期壟斷利益超

過短期欺騙利益，以滿足壟斷條件，首要任務就是要促進價格與產量

資訊的高度流通。因此，事業交換價格與產量資訊限制競爭之效果自

                                                      
185 前揭註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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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高於交換非策略資訊。就以案例言之，美國最高法院在 1921 年的

American Column and Lumber 案186中早已發現事業透過公會，同時交

換價格與產量等策略性資訊，而被認為有影響競爭之虞。因此，事業

之間交策略性資訊較易被以目的侵害評估。至於其他非策略性資訊交

換對市場競爭的影響甚為微小，特別是交換專業化、合理化與規格化

有關之生產技術訊息甚至能促進產業發展，並進一步形成聚落效果，

較適合被引導作為效果分析的基礎。 

 

(七)資訊交換的期間與頻率：長期間高頻率/短期間低頻率 

水平協議指導原則第 5 項判斷基準概述，資訊的頻繁交換有助於

更了解市場和監測偏差，因而增加了共謀結果的風險。與穩定的市場

相比，在較不穩定的市場中，可能需要更頻密的資訊交換來促進共謀

結果。在有長期契約的市場（表示價格重新談判並不頻繁），較不頻

繁的資訊交換通常也足以實現共謀結果，而資訊交換要達到足以促進

共謀成果的頻率，仍須視資料的性質與內容而定，但成為促進共謀結

果因素之一，應無疑義。例如，前揭私立學校案、RBS 向巴克萊銀行

揭露定價資訊案及 ATP 案皆然。一般認為，若是長期頻繁的交換未來

個別事業資訊，應被歸類為目的侵害，甚至經由第三方傳遞，仍應被

視為目的侵害。相較之下，不頻繁的資訊交換往往不足以實現屬短期

契約型市場所需要頻繁重新議價的共謀成果，故短期間低頻率交換資

訊，是否有可責性較適合採取效果分析作為基礎。 

 

第二節  例外許可探討 

 

一、例外許可評價基礎 

 

     現有水平協議指導原則，為符合歐盟條約第 101 條第 3 項下所

進行之資訊交換，訂有 4 個判斷是否符合落入前揭第 101 條第 3 項之

                                                      
186 前揭註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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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一)增進效率；(二)不可欠缺性；(三)傳遞給消費者；(四)不會

消除競爭。此與舊有水平協議指導原則，為符合歐盟條約第 81 條(即

現有 101 條)第 3 項適用除外之 4 項要件：促進經濟進步、使用者分享

利益、無非必要限制競爭及不得排除競爭187，有諸多雷同之處。這些

基準雖與我國公平法第 15 條在規範架構上略有不同，但仍可藉於評

估個案若屬於第 15 條 8 種例外許可類型之一，是否合致「整體經濟

利益與公共利益」之要件，而予以許可。所謂「整體經濟利益」，係

指其利益不限於參與資訊分享者之事業所享有，其正面績效所及範圍

甚至應該超越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間，進而有利於一般消費者，上、

下游事業及其他產業等；至於「公共利益」，係指分享行為應兼及經

濟效率以外的環境保護、穏定交易秩序及產業升級等。兹就該等判斷

基準詳細說明如后：「整體經濟利益與公共利益」 

 

(一)增進效率 

Lindsay
188曾以「效率」來說明整體經濟利益。他將效率分成配置

效率、生產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動態效率(dynamic efficiency)

及交易效率(transactional efficiency)
189。他認為，若依經濟分析理論架

構探討，整體經濟利益在理論上應符合利益極大化（maximization）、

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及均衡（equilibrium）等項基本原則。

雖然任何理性廠商或個人都會極力尋找利益「極大化」，但這種利益

極大化，並非全然是整體經濟利益，尚須考量「經濟效率」及「均衡」

二項因素。其中經濟效率，是指資源不管再怎麼重新分配使用，都無

法使某些經濟體獲致更高經濟利益，而同時不損及其他經濟體的利益。

此一情境，經濟效率可能只是企業個別效率，並非全然是競爭法所欲

                                                      
187

 石世豪，「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收錄於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廖

義男(編)，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499-501(2003)。 
188

 Alistair Lindsay,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Substantive Issues, London: Sweet & 

Maxwell, 10-15(2003).  
189 (1)生產效率：在既定之產出水準下，追求最低的成本投入、或在既定的成本下，
追求最大的產出水準。(2)動態效率：包括技術創新或改進，及學習曲線的累積所造
成的效率提高。(3)交易效率：因大量購買所造成的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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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整體經濟利益之效率。福利經濟概念正是探討個人與事業如何

建立互動，達到整體經濟利益效率之目的。至於均衡意指，一種不會

自然改變的狀態。換言之，均衡一旦達成，在其他條件不變之情況下，

其狀況會持續下去。因此，福利經濟的理念中，只有當生產者與消費

者配置都達到效率時，均衡才會呈現最適當狀態，也唯有當消費者效

用極大化時，企業利益才會極大化，經濟效率的意義方能與維護社會

褔利的動向趨於一致，最適狀態的均衡才會出現。此時，才能達到整

體經濟利益的最佳意境190。 

 

(二)不可欠缺性 

    不可欠缺之判斷標準，歐盟執委會及歐洲法院都採取嚴格認定態

度。一般而言，執委會通常會分析以下因素：特定市場之性質、市場

狀況及其變動預測、被妨害標的、必要時考慮會員國政府的態度、生

產條件及必要的投資規模、商品特性及其使用狀況，參與成員掌握必

要技術之必要性，獲得結果所需時間及其採取其他行為之可能性。例

如，涉及經銷區域之限制，該限制交易之安排係屬滿足特定商品專業

性經銷所必要；又如其他聯合展示商品情形，其限制參與之事業不得

同時參與其他商品展示，如認為係基於共同展示之合理目的者，可承

認其限制的必要性。 

 

(三)傳遞給消費者 

    為確保使用者能公平分享資訊交換所導致之利益，此為整體經濟

利益之重要因素。其中所謂「使用者(utilisateurs)」通常係指最終消費

者，但不限於此。若商品之流通過程，具有商品交易關係之直接或間

接交易相對人都屬之。至於「利益」，其概念相當廣泛，除分享價格

資訊，尚包括數量、品質及其他有效率的售後服務等相關資訊。 

 

                                                      
190 施錦村，「兩岸企業附加限制性條件與禁止結合案件影響因子分析」，公平交易
季刊，第 24 卷第 1 期，15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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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會消除競爭 

    不得排除競爭，係因競爭仍為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的結果，實質上

市場上之競爭不得因而受到影響；反而言之，假設前揭三要作皆已滿

足，但有消除市場競爭之虞時，仍不得例外許可。雖然該行為有造成

經濟效益之可能，但仍不能因此而消除市場競爭。 

 

二、例外許可類型 

 

依公平法第 15 條規定，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包括 8 種類型：統一

規格或型式之聯合、合理化之聯合、專業化聯合、輸出聯合、輸入聯

合、不景氣聯合、中小企業聯合及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

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其內涵分別說明如後191： 

 

(一)統一規格或型式之聯合：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

統一商品或服務之規格或型式，稱之。 

(二)合理化之聯合：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

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服務或市場，稱之。 

(三)專業化聯合：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稱之。 

(四)輸出聯合：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

稱之。 

(五)輸入聯合：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

同行為，稱之。 

(六)不景氣聯合：因經濟不景氣，致同一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

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

為，稱之。所謂「不景氣」，包括整體經濟之不景氣及個別行業之不

景氣，公平會於收受行業不景氣之聯合申請時，除考量該行業之個別

狀況是否投資過盛、缺乏效率或產能過剩外，仍以其聯合行為是否有

                                                      
191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 16 版，台北：公平交易委員會，

116-1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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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於整體經濟利益為准駁之依據。 

(七)中小企業聯合：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

之共同行為，稱之。公平會對於中小企業之訂價行為，訂有「中小企

業申請聯合訂價之處理原則」，可供此類申請案件之准駁參考。 

(八)其他聯合行為申請：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

所必要之共同行為。此款為「概括性條款」，旨在放寛聯合行為例外

許可之範圍，以免阻礙對整體經濟有正面效果之事業間合作行為，使

例外許可之規範更為合理。 

 

    資訊交換所致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因個案申請背景與需求

不同、申請條件與產業結構不一，其符合那一類型規定，應視個案狀

況而定。至於准駁與否，則依 4 項資訊交換正面評價標準審理之，其

評估建議將於下一章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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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評估與建議 

 

    本研究共有 7 章：第 1 章將敏感性資訊分成 the good、the bad 和

the ugly 等 3 類，the good 屬產業間垂直資訊交換，與本研究無涉；the 

bad 有明確的直證據證明該交換涉有勾結共謀，以聯合行為處理並無

爭議。我們所關心的是 the ugly，故以建構評估準則及提出未來長期

建議作為研究目的，其中建構評估準則包括目的或效果侵害(類似原則

禁止)與例外許可之探討等二項；第 2、3 章與第 4 章分別針對研究目

的進行經濟與法律分析，作為後續整合分析之理論基礎；第 5 章提出

經濟分析結果，以供執法機關判斷可能合法或違法之參考；第 6 章整

合水平協議指導原則、表 1-1 與經濟模型分析結果，將目的或效果侵

害 7 項思考方向之各類別予以歸類，何者傾向目的侵害？何者傾向效

果侵害？並依水平協議指導原則 4 項正面效果評估項目，評估例外許

可之准駁；第 7 章依據前述各章研究結果，提出目的或效果侵害與例

外許許可之評估建議與未來長期建議。 

 

第一節 評估建議 

 

一、目的或效果侵害類別屬性分析與評估建議 

 

(一)目的或效果侵害類別屬性分析 

本研究曾探討歐盟、日本及美國有關敏感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關

係之相關法規與案例，其中以歐盟法規最為具體。歐盟法規主要以歐

盟條約第 101 條為基礎，該條分為 3 項，第 1 項規範所禁止事項、第

2 項規範所禁止之協議或決議，應自動無效、第 3 項則為豁免事項。

Bennett and Collins(2010)又依據前述 101 條將敏感性資訊分成 the 

good、the bad 和 the ugly 等 3 類，他們認為 the ugly 為資訊交換之處

理核心，並將之分為目的或效果侵害。2011 年歐盟執委會又依據歐盟

條約第 101 條修訂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增訂第二章「資訊交換」，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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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處理目的與效果侵害相關問題。另由研究目的觀之，目的或效果侵

害共有 7 項思考方向，每一思考方向都有 2 項類別；再由整合分析結

果以觀，其中傾向目的侵害之類別有：秘密管道交換資訊、個別事業

資訊、未來意圖或可影響未來意圖之現有資訊、參與者市場覆蓋率大、

柔性隨時可調整之資訊、策略性資訊及長期間高頻率之資訊交換；傾

向效果侵害之類別有：公開管道交換資訊、整合性資訊、過去歷史資

訊、參與者市場覆蓋率小、剛性不得撤銷資訊、非策略性資訊及短期

間低頻率之資訊交換。 

以上類別屬性分析，若由光譜的概念觀之，光譜的兩端為 the good

和 the bad，光譜內為 the ugly。the good 無反競爭之虞，the bad 有明

顯的勾結共謀，the ugly 則以類別數之多寡及對競爭可能之影響力作

為判斷基準，若判斷其大部分會造成勾結共謀而違反競爭之虞者，在

光譜上傾向於 the bad；若判斷其少有影響競爭之可能，在光譜上傾向

於 the good。其中傾向 the bad 部分大都屬目的侵害類別，傾向 the good

部分大都屬於效果侵害類別。事實上，光譜內只是傾向代表，並非當

然違法或當然不違法。敏感資訊交換與競爭關係之光譜圖如圖 7-1： 

 

                     the ugly 

the bad                                            the good 

明顯勾       類別數之多寡及對競爭可能之影響力     無反競                                                                                                                                                                          

結共謀                                            爭之虞 

圖 7-1  敏感資訊交換與競爭關係之光譜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前述類別屬性分類對於競爭之影響，若以這些類別出現於水平協

議指導原則、表 1-1、經濟模型分析結果之機率及是否有明確的案例

作為佐證，以確定其歸屬為基礎來區分，這些類別對競爭之可能影響

力，可分成二種： 

1.可能有較高影響力者(重要影響力)：該等類別能同時出現於水平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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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指導原則、表 1-1、經濟模型分析結果，亦有相關案例明確佐證其

歸屬者，稱之。此等類別包括：資訊交換管道、交換資訊之性質及資

訊交換時間遞延。 

2.一般影響力者：無法同時出現於水平協議指導原則、表 1-1、經濟模

型分析結果，亦無相關案例明確佐證其歸屬或只是案例之效果延伸者，

稱之。例如：(1)資訊交換涵蓋範圍，只出現在於水平協議指導原則，

而表 1-1 之說明，係以安全港之概念延伸，案例之佐證能力相當模糊。

(2)資訊交換的效力強度，只出現於經濟模型分析結果，案例佐證也是

延伸之效果。(3)資訊交換的內容，只出現於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及經濟

模型分析結果，而策略與非策略所涵蓋項目並非十分明確，可能會因

所處之交換條件不同而不同，很難明白確定其歸屬。(4)資訊交換的期

間與頻率，只出現於水平協議指導原則，在表 1-1 之說明及相關案例，

只是所涉事件之延伸。 

 

(二)目的或效果侵害評估建議 

    綜合前揭類別屬性分析，提出以下評估建議： 

1.若個案之類別屬性都屬目的侵害，再以類別數之多寡及對競爭之可

能影響力作為判斷之基礎，若其光譜越趨近 the bad，越有可能形成勾

結共謀，越有限制競之虞，但並不等於當然違法，仍以個案認定。  

2.若個案之類別屬性都屬效果侵害，再以類別數之多寡及對競爭之可

能影響力作為判斷基礎，若其光譜越趨近 the good，越不可能合致聯

合行為之構成要件，但 不等於當然不違法，仍以個案認定。 

3.若個案同時出現目的侵害與效果侵害之類別屬性，仍以類別數之多

寡及對競爭之可能影響力作為主要考量因素，尤其後者，至於傾向目

的侵害或效果侵害，建議從嚴認定。 

 

二、例外許可評估建議 

 

    由公平會的網站得知，公平會自 2005 年 1 月 13 日至 2017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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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共有聯合行為例外許可案件 84 件，其中尚未發現因資訊交換

而申請聯合行為許可者。又依公平法第 15 條規定，申請聯合行為例

外許可共有 8 種類型，只要該行為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

申請主管機關同意，即可排除聯合行為之適用。另外，水平協議指導

原則利用「增進效率」、「不可欠缺性」、「傳遞給消費者」及「不會消

除競爭」等 4 項正面評估原則，來評估資訊交換所形成之卡特爾行為

是否落入歐盟條約 101 條第 3 項而排除同條第 1 項之適用。故針對該

等類型之例外許可，本研究建議如下： 

(一)首先，瞭解申請案是否可落入公平法第 15 條 8 種類型之一。 

(二)其次，參酌水平協議指導原則評估資訊交換正面效果之 4 項原

則： 

1.該 4 項原則均符合，可認定其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而

予以許可。2.只有 3 項符合，不符合者為「不可欠缺性」，可採取「合

理原則」；若為其他項之一，則建議個案從嚴認定。 

3.若有 2 項或以上不符合，則不予許可。 

 

第二節  未來長期建議 

  

    資訊交換所導致之聯合行為案例，不論是原則禁止或是例外許可，

均相當缺乏，在國內只有少數案例192。因此，短期內可以先參酌前述

所擬之準則處理之，等案例充足後，再訂定處理原則或比照水平協議

指導原則於相關處理原則中，增列「資訊交换」專章處理之。 

  

                                                      
192 例如：公處字第 101127、101130、101131 及 101132 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104133、

104134、104135、104136、104137、104138、104139 及 104140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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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敏感資訊交換、聯合行為、競爭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敏感性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間之關係，依據公平

法第 14 條聯合行為構成要件，及同法第 15 條規定，所探討目標包括：

原則禁止(目的或效果侵害)，及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和公共利益」

者，申請主管機關同意之例外許可。資訊散播或分享對接受者有得到

具體利益之可能，任何的一味禁止，將無法使授受雙方享有此等利益；

同時在競爭者間不管是直接或經由第三者的間接資訊分享，從而促進

協議而達到勾結共謀，對競爭也將產生風險，若一味允許資訊分享也

會損及消費者權益。為解決此一難題，各主要競爭法國家主管機關大

都設計出一套法規及指導原則來區分所分享之資訊何者有反競爭影

響、何者無反競爭影響、何者難於分類。因此，瞭解歐、美、日等主

要競爭法國家，對於此類案件之法律構成要件、經濟分析及相關案例

解析，對公平會爾後處理此等案件將有所助益。 

 

Bennett and Collins(2010)認為，資訊交換型態若精確的去思考，

應可分成 3 類型：1.the bad：資訊分享是惡性卡特爾的一部分，在法

律上有直接證據可被考慮為惡性卡特爾行為，而直接採取聯合行為處

理之；2.the good：資訊分享是鬆散廣泛協議的一部分，且大都發生於

產業之垂直結構間之資訊交換，在法律上應考慮該協議的背景，而不

被認為有聯合行為之虞；3. the ugly：既不是惡性卡特爾也不是鬆散廣

泛協議，此為我們所要探討的對象。故又將 the ugly 分成 3 種型態：

(1)大部分可能有反競爭影響；(2)難於分類；(3)少有反競爭影響。在

此一分析架構下，利用秘密非公開管道交換個別事業未來之定價或數

量資訊有損及消費者權益之虞，若無法提供補償利益，歸類為目的侵

害尚無疑義；若事業之間以公開管道交換經整理之歷史成本資訊，將

不可能損及消費者權益，被歸類為效果侵害或甚至不會落入歐盟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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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 條第 1 項範圍，亦無疑義。然而，有許多型態的資訊交換很難

被清楚歸類，包括：以公開管道宣佈個別事業未來定價資料，或以公

開或秘密管道宣佈個別事業現有定價資料，這些型態的資訊交換，對

影響競爭之風險並非無舉足輕重，同時對消費者也可能產生顯著利益。

於是，不同的歸類者都有正當理由作不同的歸類。Bennett and 

Collins(2010)則採用公開/秘密管道以作為區隔，這裡所謂「公開管道」

係指對所有使用者均無成本。在此一方式之區分下，所有以秘密管道

交換個別事業定價或數量資料都將被歸類為目的侵害；所有以公開管

道交換個別事業定價或數量資料將被歸類為效果侵害；介於二者之間

者，則以個案認定之。 

 

歐盟執委會根據歐盟條約第 101 條於 2011 年修訂水平協議指導

原則，增列資訊交換章節，列出 7 項資訊交換評估基準： 

1.策略性資訊：競爭者間交換策略性資料，有可能降低市場的不確定

性，相較於交換其他類型資訊，更有違反歐盟條約第 101 條第 1 項之

虞。其原因在於策略性資訊交換會透過降低競爭的誘因來減少成員的

決策獨立性。一般而言，與價格、數量有關之資訊最具策略性，其次

為成本或需求相關資訊，但仍需依個案而定。 

2.參與資訊交換事業之市場覆蓋率是否夠大：參與交換的事業必須有

過大的市場覆蓋率，才有可能對競爭產生限制性影響。否則，不參與

資訊交換的競爭對手可能會抑制所涉事業的任何反競爭行為。 

3.整合性或個別事業資訊：交換整合性資訊與交換個別事業資訊相比，

不太可能導致限制競爭效果。由貿易組織或市場情報公司收集和出版

之整合性市場資料，可能會使供應商和顧客受益，使他們能夠更清楚

地了解某區塊之經濟狀況。更廣泛地說，除非是在牢固的寡占下進行，

否則整合性資訊的交換不太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相反地，個別

性資訊的交換有助對市場和懲罰策略的共識，允許參與協議的事業挑

選出偏差者或進入者。 

4.資訊的新舊：歷史性資料的交換不太可能導致共謀結果，因其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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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表述競爭對手的未來行為或提供在市場上的共識。交換歷史性資

料不太可能有助於監測偏差，因為數據越舊，要作為及時檢測偏差並

迅速報復的可確信威脅，就越沒有效果。換言之，若資料夠舊，不會

給競爭帶來風險。 

5.資訊交換頻率：資訊的頻繁交換有助於更了解市場和監測偏差，因

而增加了共謀結果的風險。在長期契約市場，較不頻繁的資訊交換通

常也足以實現共謀結果。相較之下，不頻繁的資訊交換往往不足以實

現短期契約型市場所需要頻繁重新議價的共謀成果。 

6.公開或非公開資訊：交換公開的資訊不太可能違反歐盟條約第 101

條。因此，競爭者們通常不願意選擇以平等的方式交換他們從市場上

收集的資料，這些資訊即使是在競爭對手之間所謂的公共領域交換，

若其成本會使其他事業和顧客不願意接受，也不算真正公開的資訊。 

7.公開或秘密管道交換：本項著眼於交換資訊的方式是否公開。如果

能使所有競爭對手和顧客平等地接近交換的資料，則交換管道是真正

地公開。若公開地交換資訊將會降低市場上共謀結果的可能性，使得

非參與協調的公司，潛在競爭對手以及顧客增加抑制限制競爭之能

力。 

 

             另外，本研究利用賽局理論、Cournot、Stackelberg 和 Kinked 

demand curve 等經濟模型，分析資訊交換與聯合行為間之關係，其主

要結果為： 

1.事業公開進行訊息交換，並允許買方參與，將有助於業者避免產銷

失衡與判斷產業發展趨勢，減少投資風險，具有效率意義。事業之私

下交換訊息，特別是未來的漲價計畫，則多數反映其壟斷市場的意圖，

較不具促進競爭效果。因此，事業私下交換價格訊息之可責性高於公

開者。 

2.事業進行過去訊息交換，有助於避免產銷失衡與判斷產業發展趨勢，

具有效率意義。但是，事業交換未來訊息，特別是預告未來的漲價計

畫，則多數反映其壟斷市場的意圖，較不具促進競爭效果。因此，事

業交換未來與目前價格訊息之可責性高於交換過去的歷史資料。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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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整體產業資訊較諸交換個別事業訊息，可責性也相對較低。交換

與專業化、合理化與規格化有關之生產技術訊息，較諸交換價格與產

出等敏感性訊息可責性則相對較低。 

3.交換可隨時撤銷之漲價預告或訊息，隱含甚高之限制競爭風險；加

以多數情形下，該等訊息交換又排除買方於預告範圍之外，無法提升

交易效率。因此，與無法撤銷者比較，其可責性相對較高。 

4.牌價代表賣方所公告之產品價格上限，並做為與買方議價折扣的基

準。牌價訊息透明化，可便利雙方價格的協商，減少相當的交易成本。

因此，牌價交換具有提升市場效率的意義。相反的，事業除公告牌價

外，還可能達成合意，建立起便利機制，允許個別事業能夠在相同的

基礎上，將競爭對手的牌價換算成實際價格，以策略性地溝通彼此實

際價格，進而影響競爭對手的產出行為。因此，公告實際價格之可責

性高於公告牌價者。 

 

歸納以上分析結果，將目的或效果侵害之思考方向做一劃分，傾

向目的侵害之類別包括：秘密管道交換資訊、個別事業資訊、未來意

圖或可影響未來意圖之現有資訊、參與者市場覆蓋率大、柔性隨時可

調整之資訊、策略性資訊及長期間高頻率之資訊交換；傾向效果侵害

之類別包括：公開管道交換資訊、整合性資訊、過去歷史資訊、參與

者市場覆蓋率小、剛性不得撤銷資訊、非策略性資訊及短期間低頻率

之資訊交換。該等類別對目的或效果侵害的影響力，若以出現於法律、

經濟模型與 Bennett and Collins(2010)分析結果之機率及是否有明確的

案例作為佐證為基礎，可分成二種：其一為，重要影響力(可能有較高

影響力之類別)：資訊交換管道、交換資訊之性質及資訊交換時間遞延。

其二為，一般影響力：資訊交換含蓋範圍、資訊交換的效力強度、資

訊交換的內容及資訊交換的期間與頻率。因此，對競爭之影響提出以

下評估建議： 

1.若個案之類別屬性都屬目的侵害，再以類別數之多寡及對競爭之可

能影響力作為判斷之基礎，若其光譜越趨近 the bad，越有可能形成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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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共謀，越有限制競之虞，但並不等於當然違法，仍以個案認定。  

2.若個案之類別屬性都屬效果侵害，再以類別數之多寡及對競爭之可

能影響力作為判斷基礎，若其光譜越趨近 the good，越不可能合致聯

合行為之構成要件，但 不等於當然不違法，仍以個案認定。 

3.若個案同時出現目的侵害與效果侵害之類別屬性，仍以類別數之多

寡及對競爭之可能影響力作為主要考量因素，尤其後者，至於傾向目

的侵害或效果侵害，建議從嚴認定。 

至於例外許可，係利用歐盟水平協議指導原則中之 4 項(效率、

不可欠缺性、傳遞給消費者及不會消除競爭)正面競爭效果評估基準，

檢定申請案件是否合乎「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者，則其評估議包括： 

1.先瞭解申請案是否可落入公平法第 15 條 8 種類型之一。 

2.再參酌前揭指導原則 4 項資訊交換正面競爭效果基準評估之。 

(1)若 4 項均符合，則認定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而予許可。 

(2)若只有 3 項符合，不符合者為「不可欠缺性」，可採取「合理原則」

認定，若為他項之一，則採取個案從嚴認定。 

(3)若有 2 項或以上不符合，則不予許可。 

 

以上都屬短期評估準則，若為長期計，應可考慮訂定處理原則或

比照歐盟水平協議指導原則於相關處理原則中，增列「資訊交换」專

章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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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nsitiv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artel in Enterprises: Focus on Competitive Law  

 

ABSRTACT 

 

Key Words: Sensitive Information Sharing, Cartel, Competitive Law 

 

    This Research aim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nsitiv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artel. The article 15 of the Taiwan Fair Trade 

Law regulates no enterprise shall have any cartel (a matter of principle of 

inhibition that is similar object infringement or effect infringement of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ve law); unless the cartel that is beneficial to the 

economy as the whole and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application with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such cartel has been approved (an 

exception permit). The study has argued that there are substantial benefits 

from sharing information, any rule that simply banned information sharing 

would forego these benefits. However, information sharing between 

competitor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third parties, generates 

significant risks to competition from facilitating collusion. A rule that 

simply permitted all information sharing would allow significant harm to 

consumers. For solving the conundrum, the authorities are devising rules 

or guidelin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procompetitive and anticompetitive 

information sharing.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other main competitive 

law country regarding information sharing legal constituting elements, an 

economic analysis, and a case analysis, can serve as reference for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when dealing with related cases. 

 

    The research references to the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 paper, and 

divided an information sharing into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First, the 

bad: there is information sharing that forms a part of hard core cartel. 

Legally, these are considered as a collusion. Secondly, the good: there is 

information sharing that forms a part of wider agreement. Legally,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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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considered as a procompetitive. Finally, the ugly: there are stand-alone 

example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that are neither part of a cartel nor a 

wider agreement. The discussion of the object infringement and effect 

infringement pertains to the last category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ugly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a most likely to have anticompetitive impact, a 

least likely to have anticompetitive impact, and a difficult to classify. 

Using above analysis framework, private sharing of individual future, 

price or quantity information are often likely to harm consumers without 

providing offsetting benefits. Classifying these as object infringement is 

relatively non-contentious. At the extreme, public sharing of aggregated, 

historic cost information is highly unlikely to harm consumers. 

Classifying these as effects infringement, or even as not falling under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101(1), is again 

relatively non-contentious. 

 

    However, the type of information sharing that difficult to classify are: 

public disseminating of individual future pricing information; and public 

disseminating or private communication of individual current pricing 

information. These type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pose not insignificant risk 

to competition, but are also likely to generate significant benefits to 

consumers. Therefore, different people may reasonably classify them in 

different ways. Thus, Bennett and Collins (2010) suggests that a 

classification may be to use a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where public is 

defined as available to all at no cost. Under such a distinction, all 

information sharing in private of individual pricing or quantity data would 

be treated as an object infringement, while all information sharing in 

public of individual, pricing or quantity data would be treated as an effect 

infringement, whilst between both is case by case. 

 

    In 2011, the European Union Commission revived the Guideline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EU horizonal 

agreement guideline) that increased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chart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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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d seven evaluation principles: 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 market 

coverage, an aggregated or individualized data, an age of data, a 

frequenc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 public or non-public information, 

and a public or non-public exchange information.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game theory, the Cournot model, the Stackelberg 

model, and the Kinked demand curve to proceed economy analysis that i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artel, the 

main analysis results have: First, an enterprise private sharing pricing 

information criticizes more than a public; Secondly, an enterprise sharing 

future and current pricing information criticizes more than a historic data; 

Third, a sharing individual enterprise information criticizes more than a 

whole industry; Fourth, a sharing specialization, ration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producing technologic information criticizes less than a 

sensitive information of pricing and output; Fifth, a sharing rescission 

information criticizes more than a non-rescission; Sixth, a sharing 

announcement factual price criticizes more than an announcement brand 

price. 

 

    The research draws a conclusion through above analysis, and 

addressing short term evaluation principles that have: First, an evaluation 

method of object infringement or effect infringement that includes three 

items important influent factors, an aggregated or individualized data, an 

age of data, and an information character; and four items common influent 

factors there are 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 market coverage, a frequenc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an information sharing intensity. Secondly, the 

evaluation principle of an exception permit is based on an efficiency gain, 

an indispensability, a pass on consumers, and a no elimination of 

competition.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addresses the long-term 

suggestions that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would be consider 

conclude cartel related guideline or reference to the EU horizonal 

agreement guideline revive the other guideline to increase an information 

exchange charter for dealing with similar cases. 


